
附件1

招聘岗位及需求

学校
职位代
码

职位名称 岗位职级 专业及代码
招聘
人数

学校设置岗位要求 备注

河源开放大学

001 思想政治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思想政治教育A030505、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思想政
治教育B0305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002 语文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中国语言文学A05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 1 研究生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003 数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数学A07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 1 研究生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004 英语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英语语言文学A0502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英语
B050201、商务英语B05026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005 历史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历史学A06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历史学B06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006 体育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体育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305、体育教育B0403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007 市场营销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A120202、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硕士）A120205、市场营销

B12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008 教育管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教育学原理A040101、职业技术教育学A040108、教育管理硕士（专业
硕士）A040112、职业技术教育硕士（专业硕士）A040119、公共事业
管理B1204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009 电子信息工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信息与通信工程A0810、电子信息工程B0807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河源市卫生学校

010 护理学教师 专业技术七级 护理学A100209、护理学B10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副高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11 中医学教师 专业技术七级 中医基础理论A100501、中医学B100801 1 本科以上学历，副高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12 护理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护理学A100209、护理硕士（专业硕士）A100228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13 生化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A071010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14 全科医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级岗位 内科学A100201、护理学A100209、临床医学B100301、护理学B10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二甲以上医院或中职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中级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15 中医学基础教师 专业技术十级岗位 中医基础理论A100501、中医学B1008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二甲以上医院或中职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执业医师资格、中级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16 护理学基础教师 专业技术十级岗位 护理学A100209、护理学B10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中职教育教学工作经历、中
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中级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17 中药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级岗位 中药学A100801、中药学B1011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医药企业或中职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执业药师资格、中级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18 针灸推拿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针灸推拿学A100512、针灸推拿学B1008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19 人体解剖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人体解剖和组织胚胎学A100101、临床医学B1003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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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护理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护理学A100209、护理学B10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21 婴幼儿照护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学前教育学A040105、学前教育B040106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22 医学影像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A100207、医学影像技术B100403、医学影像学
B1003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23 公共艺术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艺术学A050401、动画B050610、书法学B050705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24 药品营销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管理科学与工程A12010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B1201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25 护理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护理学A100209、护理学B10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26 生物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A071010、生物科学B0710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27 化学实验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无机化学A070301、分析化学A070302、化学B0703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28 心理学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硕士）A040205、心理学B040201、应用心理
学B04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29 体育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体育教育训练学A040303、体育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305、体育
教育B040301、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B0403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30 音乐舞蹈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音乐学A050402、舞蹈学A050408、音乐学B050502、舞蹈学B050505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31 思想政治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思想政治教育A030505、教育管理硕士（专业硕士）A040112、思想政
治教育B030503、教育管理B1204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
以下

032 语文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A050102、汉语言文学B05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
以下

033 英语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 英语语言文学A050201、英语B050201 2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
以下

034 护理实验指导教师 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 护理学A100209、护理学B10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二甲以上医院或中职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中级以上职称，45周岁以下

035 医学检验指导教师 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A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专业硕士）
A100226、医学检验B1004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二甲以上医院或中职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具有检验士职称，45周岁以下

036 护理实验员 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 护理学A100209、护理学B100501、护理C100401 1
大专以上学历，具有2年二甲以上医院或中职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45周岁以下

037 宣传中心技术员 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 艺术设计硕士（专业硕士）A050416、视觉传达设计B050802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30周岁
以下

河源理工学校

038 语文课程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 汉语言文学B05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经历，45周岁
以下

039 语文课程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文艺学A05010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 
A050103 、中国古典文献学A050104、中国古代文学A050105、中国现
当代文学A050106、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A050108、 新闻学A050301、 
传播学A050302、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硕士）A050303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40 数学课程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基础数学A070101、数学与应用数学B07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45周岁以下

041 数学课程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数学A0701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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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英语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英语语言文学A050201、英语B050201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
历，45周岁以下

043 思政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A0305、法学A0301、哲学A01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44 心理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心理学A0402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45 计算机应用课程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A0812、计算机技术硕士（专业硕士）A084004、现
代教育技术硕士（专业硕士）A040114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46 计算机应用课程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计算机应用技术A0812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B080901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47 电子课程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电气工程A0808、电子科学与技术A0809、电子信息A0840、信息与通
信工程 A0810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
生

048 电子课程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硕士（专业硕士）A084001、电子信息工程
B0807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49 电子课程实训指导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电子科学与技术A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B0807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具有技师以上技能等级
证书，2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50 电子课程实训指导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电路与系统A080902、电子科学与技术B0807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工以
上技能等级证书，2年以上电子电路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45周岁以下

051 模具设计与制造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A080201、机械电子工程A080202、机械设计及理
论A080203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52 数控课程实训指导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A0802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B08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证
书，2年以上数控加工相关专业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53 物流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物流工程硕士（专业硕士）A120105、物流管理B120601、物流工程
B120602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45周岁以下

054 物流课程实训指导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物流工程硕士（专业硕士）A120105、物流管理B1206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具有叉车司机及相关专
业技师以上技能等级证书，2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55 汽车维修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车辆工程A080204、车辆工程硕士（专业硕士)A084602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56
电子商务课程教师（短视
频营销、直播课程）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广播电视艺术学A050407、广播电视编导B050605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57 商务管理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管理科学与工程A1201、工商管理A1202、公共管理A1204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58 音乐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一级 音乐学A050402、音乐硕士（专业硕士）A050409 1
研究生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
教学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59 服装设计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服装设计与工程A082104、服装设计与工程B0817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60 体育课程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体育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305、体育教育训练学A040303、体育
教育B040301

1 本科以上学历，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45周岁以下

061 体育课程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运动训练硕士（专业硕士）A040306、运动训练B0403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
历，45周岁以下

062 文秘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汉语言文学B05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45周岁以下

063 卫生与健康课程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生理学A071003、生物科学B071001 1 本科以上学历，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45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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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旅游服务与管理课程实训

指导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旅游管理A120203、旅游管理硕士（专业硕士）A120207、旅游管理
B1209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关专业技师以上技能等级证书，2
年以上中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经历

065 食堂食品安全员 管理岗九级 有机化学A070303、化学B0703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具有高级食品安全员资
格证书，2年以上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66 学校档案管理人员 管理岗九级 计算机应用技术A0812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B080901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档案管理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67 校医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临床医学A1002、临床医学B100301                                           1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中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45周岁以下

068 行政文员 管理岗九级 行政管理A120401、行政管理B120402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行政管理工作经历，45周岁以下

069 实训场室管理员 管理岗十级 不限 1
大专以上学历， 2年以上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经历，45周
岁以下

河源中学

070 高中数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数学A07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数学与应用数学
B07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40周岁以下

071 高中英语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七级
英语语言文学A0502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英语
B050201

1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英语中学副高以上职称，具有广
东省特级教师荣誉称号，5年以上高考备考工作经验

072 高中物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理论物理A0702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物理学
B070201、应用物理学B070202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40周岁以下

河源高级中学

073 高中政治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七级或十一级

哲学A0101、哲学B010101、马克思主义理论A0305、政治学A0302、学
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政治学与行政学B030201、国际政
治B030202、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B030205、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B0305

2
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45周岁以下

074 高中化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七级或十一级
化学A0703、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化学B070301、应
用化学B070302

2
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45周岁以下

075 高中地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七级或十一级
地理学A0705、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地理科学
B070501

2
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45周岁以下

076 高中生物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七级或十一级
生物学A0710、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生物科学类
B0710

1
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45周岁以下

077 校医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或十一级 急诊医学硕士（专业硕士）A100236、临床医学B100301 2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执业医师资格，45周岁以下

078 财会人员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会计学A120201、会计学B120203、财务管理B120204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

河源市田家炳
实验中学

079 高中语文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中国语言文学A05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汉语言文
学B050101、汉语言B050102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80 高中数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数学A07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数学与应用数学
B07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81 高中物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物理学A0702、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物理学 B070201
、应用物理学B07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022年应届毕业生

082 高中生物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生物学A0710、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生物工程学
B0829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高中教育教学工
作经历，35周岁以下

河源市第一中学 083 初中心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基础心理学A040201、发展与教育心理学A040202、应用心理学
A040203、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硕士）A040204、心理健康教育硕士
（专业硕士）A040205、心理学B040201、应用心理学B04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河源市第二中学

084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政治学A0302、思想政治教育A030505、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
A040113、思想政治教育B0305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85 初中心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心理学A0402、心理学B040201、应用心理学B04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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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一小学 086 小学语文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学科教学硕士
（专业硕士）A040113、汉语言文学B050101、汉语言B050102、小学
教育B040107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2年以上相应学段教学工
作经历，35周岁以下

河源市第三小学

087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思想政治教育A030505、思想政治教育B0305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88 小学语文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汉语言
文学B050101、汉语言B050102、小学教育B040107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学校相应学段教学工作经历，35
周岁以下

089 小学语文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汉语言
文学B050101、汉语言B050102、小学教育B040107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90 小学数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基础数学A0701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应用数学
A070104、数学与应用数学B070101、小学教育B040107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学校相应学段教学工作经历，35
周岁以下

091 小学科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科学与技术教育硕士（专业硕士）A040116、科学教育B0401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92 小学体育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体育教育训练学A040303、体育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305、体育
教育B040301、运动训练B040302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河源市第四小学

093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思想政治教育A030505、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思想政
治教育B0305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94 小学语文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中国现当代文
学A050106、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汉语言文学
B050101、汉语言B050102、小学教育B040107

6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95 小学体育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体育教育训练学A040303、体育教育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305、学
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体育教育B040301

2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96 小学美术教师1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美术学A050403、美术硕士（专业硕士）A050415、学科教学硕士（专
业硕士）A040113、美术学B050701、绘画B050702、书法学B050705、
中国画B050706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097 小学美术教师2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美术学A050403、美术硕士（专业硕士）A050415、学科教学硕士（专
业硕士）A040113、美术学B050701、绘画B050702、书法学B050705、
中国画B050706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学校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

098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电子科学与技术A080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A0812、软件工程A0835、
网络空间安全A0839、电子信息类B0807、计算机类B0809、信息与计
算科学B070102、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B120102、网络工程B0809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35周岁以下

河源市直属机关
幼儿园

099 保育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三级
学前教育学A040105、学前教育硕士A040117、学前教育B040106、学
前教育C040102

2
大专以上学历，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和保育员资格
证，2年以上工作经历，25周岁以下

河源市博爱学校

100 高中思想政治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思想政治教育A030505、思想政治教育B030503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101 高中美术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美术学A050403、美术硕士（专业硕士）A050415、美术学B050701、
视觉传达设计B050802、服装与服饰设计B050805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2年以上工作经历，35周岁以
下

102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网络与信息安硕士A084012、信息安全B080904 1 本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103 初中地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自然地理学A070501、地理科学B070501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104 初中美术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美术学A050403、美术学B050701、视觉传达设计B050802、服装与服
饰设计B050805

1 本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105 初中音乐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音乐学A050402、音乐表演B050501、音乐学B050502 1 本科以上学历，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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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博爱学校

106 小学康复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特殊教育学A040109、教育康复学B040110、康复治疗学B100405 1
本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2年以上医院工作经历，持
有康复医学治疗技术资格证

107 小学生活指导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行政管理A120401、教育管理硕士（专业硕士）A040112、行政管理
B120402、教育学B04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2年以上工作经历，持有育
婴员中级以上执业资格证

108 财会人员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会计学A120201、会计学B120203 、统计学B071101、财务管理
B120204

1 本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河源市启正学校

109 初中语文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中国语言文学A05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汉语言文
学B050101、汉语言B050102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
。聘用人员须结合用人单位实际分批安排到市直有关学
校跟岗学习，跟岗学习期满返回市启正学校工作

110 初中数学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数学A0701、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数学与应用数学
B070101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
。聘用人员须结合用人单位实际分批安排到市直有关学
校跟岗学习，跟岗学习期满返回市启正学校工作

111 初中心理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
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A040113、心理学B040201、应用心理学
B040202

1
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
。聘用人员须结合用人单位实际分批安排到市直有关学
校跟岗学习，跟岗学习期满返回市启正学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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