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桂城街道办事处及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工作人员职位表

职位代号 招聘部门 职位简介
招聘

人数
学历要求 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研究生) 专业要求(本科) 专业要求（大专） 其他要求 备注 年龄 年总收入

GC01 桂城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主要从事审计工作以及办公室

有关文书起草或初审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法学（A0301） 法学类（B0301) /

通过国家司法考

试

报考年龄为35周

岁以下(即1985

年9月17日后出

生)；具备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资格

的，年龄可放宽

至40周岁以下

（即1980年9月

17日后出生）。

约9.5万/年；

如具有岗位相应

专业的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总收

约10.2万/年。

GC02 桂城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主要从事街道工程项目审计以

及配合上级开展各类审计工作

。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120102）

土木工程（A0814）

工程造价（B120105）

工程管理（B120103）

土木工程（B081101）

/
具有相关中级专

业技术职称

GC03 桂城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

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

治理现代化、社区培育等相关

工作

2
本科

以上
不限

心理学（A0402）

法学（A0301）

政治学（A0302）

新闻传播学（A0503）

工商管理（A1202）

心理学类（B0402）

法学类（B0301）

政治学类（B0302）

新闻传播学类（B0503）

工商管理类（B1202）

/

1.有较好沟通和

写作能力；

2.会讲流利粤语

优先。

从事外勤工作，

节假日和夜间或

需加班，适合男

性。

GC04 桂城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
从事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

理工作
1

本科

以上
不限

应用经济学（A0202）

法学（A0301）

政治学（A0302）
社会学（A0303）

教育学（A0401）

心理学（A0402）

中国语言文学（A0501）

外国语言文学（A0502）

机械工程（A0802）

电气工程（A0808）

电子科学与技术（A0809）
信息与通信工程（A08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A0812）

食品科学与工程（A0832）

管理科学与工程（A1201）

工商管理（A1202）

公共管理（A1204）

经济学类（B0201）

金融学类（B0203）

经济与贸易类（B0204)

法学类(B0301)
政治类(B0302)

社会学类(B0303)

教育学类（B0401）

心理学类(B0402)

中国语言文学类（B0501)

外国语言文学类（B0502）

机械类(B0802)

电气类（B0806)
电子信息类(B0807)

计算机类(B0809)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B082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B1201）

工商管理类（B1202）

公共管理类（B1204）

电子商务类（B1208）

/

1.有C1以上驾驶

证；

2.具有1年以上

社会工作经验。

从事外勤工作，

节假日和夜间或

需加班

GC05 桂城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从事河长办相关项目管理工作 1
本科

以上
不限

环境科学与工程(A0830)

土木工程（A0814）

水利工程（A081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B0826)

土木类（B0811）

水利类（B0812）

/

1.有C1以上驾驶

证；

2.具有较强的沟

通协调能力以及

良好的口头表达

、写作能力。

1.需外出监督工

程施工，适合男

性；
2.有市政、水利

、环保、工程项

目管理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3.会粤语优先；

4.佛山户籍优先

。



桂城街道办事处及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工作人员职位表

职位代号 招聘部门 职位简介
招聘
人数

学历要求 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研究生) 专业要求(本科) 专业要求（大专） 其他要求 备注 年龄 年总收入

GC06 桂城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从事征地拆迁财务报账、会计

、结算等工作
1

本科

以上
不限 会计学（A120201）

会计学（B120203）

财务管理（B120204）
/

具有2年或以上

财务会计相关专

业工作经验

具有会计、审计

等相关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资格)

者优先。

报考年龄为35周

岁以下(即1985

年9月17日后出

生)；具备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资格

的，年龄可放宽

至40周岁以下

（即1980年9月

17日后出生）。

约9.5万/年；

如具有岗位相应

专业的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总收

约10.2万/年。

GC07 桂城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负责市政文书处理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

新闻学（A050301）

中国哲学（A010102）

汉语言文学（B050101）

新闻学（B050301）

哲学（B010101）

/

GC08 桂城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负责市政工程建设相关工作 3
本科

以上
不限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120102）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A091206）

水利水电工程（A081504）
风景园林学（A0834）

土木工程（A0814）

电气工程（A0808）

工程造价（B120105）

工程管理（B120103）

园林（B090502）

风景园林（B081003）

土木工程（B081101）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B08110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B081103）

水利水电工程（B0812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B080601）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B080604）

/

因工作需要有时

需值夜班和要进

行一线检查，适

合男性

GC09 桂城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从事玉器办文书撰写、财务报

送、玉器小镇建设相关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应用经济学（A0202）

法学（A0301）

社会学（A0303）

中国语言文学（A0501）

新闻传播学（A0503）

工商管理（A1202）

公共管理（A1204）

经济学类（B0201）

经济与贸易类（B0204）

法学类（B0301）
社会学类（B0303）

中国语言文学类（B0501）

新闻传播学类（B0503）

工商管理类（B1202）

公共管理类（B1204）

电子商务类（B1208）

旅游管理类（B1209）

/

GC10 桂城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

负责卫生健康工作材料的撰写

、办公室文秘、财务、报账及

其他行政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政治学理论(A030201)

社会学（A030301）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

新闻学（A050301）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120406）

行政管理（A120401）

会计学（A120201）

企业管理（A120202）

政治学与行政学（B030201）

社会学（B030301）

汉语言文学（B050101）

秘书学（B050107）

新闻学（B050301）

公共事业管理（B120401）

行政管理（B120402）                    

会计学（B120203）

财务管理（B120204）

/

GC11 桂城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

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基本公共

卫生、职业卫生、基本医疗卫

生管理等工作

2
本科

以上
不限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硕士）

（A100407）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A100404）

临床医学(A1002)

中西医结合（A1006）

预防医学（B100701）

妇幼保健医学（B100703）

临床医学（B100301）

中西医临床医学（B100901）

/

GC12 桂城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
负责卫生健康、涉疫工作数据

统计
1

本科

以上
不限 统计学（A020208）

统计学（B071101）

应用统计学（B071102）
/



桂城街道办事处及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工作人员职位表

职位代号 招聘部门 职位简介
招聘
人数

学历要求 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研究生) 专业要求(本科) 专业要求（大专） 其他要求 备注 年龄 年总收入

GC13
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桂城分局
从事人社（社保）工作 5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法学（A0301）

中国语言文学（A0501）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120205）

行政管理（A120401）

社会保障(A120404)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120406）

药学硕士（专业硕士）（A100707）

法学类（B0301)

中国语言文学类(B0501)
工商管理(B120201)

人力资源管理(B120206)

行政管理(B120402)

劳动与社会保障(B120403)

公共关系学（B120409）

药学（B101001）

临床药学（B101003）

/ 佛山户籍
有人力资源或法

律工作经验优先

报考年龄为35周

岁以下(即1985

年9月17日后出

生)；具备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资格

的，年龄可放宽

至40周岁以下

（即1980年9月

17日后出生）。

约9.5万/年；

如具有岗位相应

专业的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总收

约10.2万/年。

GC14 桂城街道行政服务中心 窗口工作人员 2
本科

以上
不限

应用经济学（A0202）

外国语言文学（A0502）
公共管理（A1204）

机械工程（A0802）

环境科学与工程（A0830）

管理科学与工程（A1201）

土木工程（A0814）

建筑学（A0813）

法学（A0301）

中国语言文学（A05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A0812）

心理学（A0402）

新闻传播学（A0503）

工商管理（A1202）

电子科学与技术（A0809）

信息与通信工程（A0810）

政治学（A0302）

药学（A1007）
社会学（A0303）

美术学（A050403）

艺术设计硕士（专业硕士）

（A050416）

经济学类（B0201）

外国语言文学类（B0502）
公共管理类（B1204）

机械类（B080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B0826）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B1201）

土木类（B0811）

建筑类（B0810）

法学类（B0301）

中国语言文学类（B0501）
计算机类（B0809）

心理学类（B0402）

新闻传播学类（B0503）

工商管理类（B1202）

电子信息类（B0807）

政治学类（B0302）

金融学类（B0203）

自动化类（B0808）
药学类（B1010）

经济与贸易类（B0204）

社会学类（B0303）

美术学类（B0507）

设计学类（B0508）

/

1.佛山户籍；

2.形象好，五官

端正，气质佳；
3.能听说流利普

通话和粤语，面

试时需要粤语作

答。

1.本岗位实行

“5+1”服务模

式，周一至周五

工作时间为

8:30-

12:00,14:00-

17:30，周六需
要轮值上班。

2.窗口工作人员

试用期内将参加

培训学习，且必

须通过统一的业

务知识考试，不

及格者视为试用

期不合格。
3.大学英语六级

以上优先。

GC15 桂城街道房管所

负责做好房地产市场管理、商

品房预（现）售管理、房地产

中介机构管理、开展房屋使用

安全管理、房屋租赁管理、协

调和监督物业管理活动等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汉语言文字学（A050103）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B120104）

汉语言文学（B050101）

物业管理（B120209）

/

需外出作业及到

现场督查工作，

较适合男性

GC16 桂城街道工程建设中心 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土木工程（A0814） 土木工程（B081101） /

具有相关初级或

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

GC17 桂城街道工程建设中心 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1
大专

以上
不限

建筑学（A0813）

土木工程（A0814）

建筑类（B0810）

土木类（B0811）

建设工程管理类（C0817）

土建施工类（C0818）

市政工程类（C0820）

具有相关中级或

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



桂城街道办事处及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工作人员职位表

职位代号 招聘部门 职位简介
招聘
人数

学历要求 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研究生) 专业要求(本科) 专业要求（大专） 其他要求 备注 年龄 年总收入

GC18 桂城街道城市运维中心 从事市政工程建设和管理 4
本科

以上
不限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A091206）

水利水电工程（A081504）

风景园林学（A0834）

土木工程（A0814）

电气工程（A0808）
交通运输工程硕士（专业硕士）

（A082305）

园林（B090502）

风景园林（B081003）

土木工程（B081101）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B08110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B081103）

水利水电工程（B0812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B080601）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B080604）

交通运输（B081901）

/
具有2年以上社

会工作经验

报考年龄为35周

岁以下(即1985

年9月17日后出

生)；具备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资格

的，年龄可放宽
至40周岁以下

（即1980年9月

17日后出生）。

约9.5万/年；

如具有岗位相应

专业的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总收

约10.2万/年。

GC19 桂城街道城市运维中心 从事环卫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环境科学与工程（A0830）

环境科学（B082603）

环境工程（B082602）

环保设备工程（B082605）

/
具有2年以上社

会工作经验

GC20 桂城街道城市运维中心 从事财务工作 1
本科

以上

学士

以上

会计学（A120201）

财政学（A020203）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硕士）

（A020217）

企业管理（A120202）

会计学（B120203）

财务管理（B120204）

财政学（B020201）

资产评估（B120208）

市场营销（B120202）

/
具有2年以上社

会工作经验

说明：
1.各职位招录人数仅为计划招录人数，我单位将根据报考人员的综合成绩确定最终录取人数。         
2.报考年龄为35周岁以下(即1985年9月17日后出生)；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即1980年9月17日后出生）。
3.报考者只能选择一个职位进行报名。         
4.学历学位必须为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国（境）外学历必须提供学历认证。
5.因新、旧专业名称有所变化，学科名称（**类专业含多个专业）和专业名称（**专业）有所区别，请自行对照附件3《专业参考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