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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专业学历学位基层工作最低年限其他条件特设职位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省委组织部西安市阎良区新兴街办街办主任

助理 824011034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1）

国家计划内统招的全国普通高校2010应届或2009年未就业、

能按时取得派遣证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不

含定向生和委培生）。 （2）学习成绩优良，截止2010年7

月31日，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3）大学本科毕业生

在25周岁以下（1985年7月31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在28

周岁以下（1982年7月31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在30周岁

以下（1980年7月31日以后出生）。 （4）中共党员（含预备

党员）。 （5）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志到基层、艰

苦地方工作锻炼，有较强的吃苦精神，有发展潜力，组织协

调能力较强。 （1）新录用的选调生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

合格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登记和任职定级。 （2）新

录用选调生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工作未满5年不得辞职。 （3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优先从在基层工作两年

以上的选调生中遴选。吴昱 029-85582615临潼区骊山街办街

办主任助理 824021034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秦陵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21034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

及以上不限 代王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210346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新丰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210347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零口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21034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长安区杜曲

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31034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

上不限 太乙宫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3103501不限大学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引镇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310351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王曲街办街办主任助理

824031035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蓝田区三里

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35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厚镇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35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普化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35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孟村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356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周至区司竹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3571

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辛家寨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35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四屯乡乡镇

长助理 824051035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侯家

村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36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户县甘亭镇乡镇长助理 824061036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玉蝉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362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石井镇乡镇长助理 8240610363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高陵县榆楚乡 8240710364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药惠管委会主任助理

824071036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宝鸡市凤翔

县田家庄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36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

及以上不限 糜杆桥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3671不限大学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扶风县城关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368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太白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36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陇 县城关镇

乡镇长助理 824031037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凤 县岩湾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37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

及以上不限 太白县咀头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3721不限大学及

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鹦鸽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373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黄柏塬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37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金台区蟠龙

镇乡镇长助理 824061037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渭滨区石鼓镇乡镇长助理 824071037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陈仓区县功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377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咸阳市秦都区双照镇乡镇长助

理 824011037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渭城区北

杜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37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武功县大庄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38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三原县陂西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381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泾阳县永乐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38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乾县注泔镇

乡镇长助理 824061038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永寿县常宁镇乡镇长助理 824071038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

位及以上不限 彬县 义门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3851不限大学

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长武县洪家镇乡镇长助理

824091038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旬邑县城关

镇乡镇长助理 824101038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淳化县马家镇 824111038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车坞乡乡镇长助理 824111038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

及以上不限 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390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印台区城关办事处街办主任

助理 824021039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宜君县

彭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39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824011039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

位及以上不限 吝店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3941不限大学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韩城市独泉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395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华 县金堆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39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潼关县高桥

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39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大荔县安仁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39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八鱼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399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合阳县马家庄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40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澄城县雷家

洼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40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刘家洼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40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

位及以上不限 蒲城县平路庙乡乡镇长助理 8240810403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孙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04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富平县老庙镇乡镇长助理

824091040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白水县收水

乡乡镇长助理 824101040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杨凌区杨凌区杨陵街道办乡镇长助理 82401104071不限大学

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五泉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408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杨村乡乡镇长助理

824011040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大寨乡乡镇

长助理 824011041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李台

乡乡镇长助理 824011041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揉谷乡乡镇长助理 824011041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延安市宝塔区梁村乡乡镇长助理 8240110413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吴起县铁边城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41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志丹县顺宁

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1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安塞县砖窑湾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41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子长县南沟岔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417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延川县关庄镇乡镇长助理

824061041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延长县南河

沟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41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富 县直罗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2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洛川县石泉乡乡镇长助理 8240910421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黄陵县腰坪乡乡镇长助理

824101042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宜川县阁楼

镇乡镇长助理 824111042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黄龙县圪台乡乡镇长助理 824121042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榆林市榆阳区清泉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4251

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神木县马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42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府谷县哈镇

乡镇长助理 824031042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横山县高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42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

及以上不限 绥德县薛家峁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4291不限大学

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米脂县桃镇乡镇长助理

824061043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吴堡县郭家

沟镇乡镇长助理 824071043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清涧县解家沟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321不限大学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石盘乡乡镇长助理 82408104331不限大学

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子洲县高坪镇乡镇长助理

824091043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汉中市汉台

区汉王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43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望江乡乡镇长助理 824011043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南郑县忍水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437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湘水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4381

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塘口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43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青树镇乡镇

长助理 824021044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城固

县盐井乡乡镇长助理 824031044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五堵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4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洋 县黄家营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443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龙亭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44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秧田乡乡镇

长助理 824041044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西乡

县城关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44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马家湾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44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私渡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4481不限大学及

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茶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449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五里坝镇乡镇长助理

824051045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白龙塘镇乡

镇长助理 824051045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三

花石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45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

上不限 宁强县东皇沟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453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宽川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454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略阳县何家岩镇乡镇长助理

824071045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镇巴县田坝

乡乡镇长助理 824081045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留坝县青桥驿乡乡镇长助理 824091045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马道镇乡镇长助理 82409104581不限大学及

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佛坪县袁家庄镇乡镇长助理

824101045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大河坝镇乡

镇长助理 824101046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安

康市汉阴县上七镇乡镇长助理 824011046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石泉县两河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4621不限

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宁陕县金川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6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广货街镇乡

镇长助理 824031046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紫

阳县蒿坪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46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

及以上不限 麻柳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46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

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东木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4671不限大学及

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平利县西河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46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镇坪县曙坪

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46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白家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47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岚皋县蔺河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471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石门镇乡镇长助理 8240710472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滔河镇乡镇长助理 82407104731

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堰门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47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白河县城关

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75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宋家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7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大双乡乡镇长助理 824081047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西营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78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仓上镇乡镇长助理 8240810479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商洛市商州区北宽坪镇乡镇长

助理 824011048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砚池河

乡乡镇长助理 8240110481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洛南县陈耳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48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驾鹿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483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寺耳镇乡镇长助理 8240210484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庙台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4851

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上寺店乡乡镇长助理

8240210486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丹凤县庾岭

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87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

限 寺坪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8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

以上不限 峦庄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8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

学位及以上不限 竹林关镇乡镇长助理 82403104901不限大学及

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留仙坪乡乡镇长助理 82403104911不

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商南县富水镇乡镇长助理

8240410492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十里坪镇乡

镇长助理 8240410493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魏

家台乡乡镇长助理 8240410494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

上不限 山阳县伍竹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4951不限大学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法官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4961不限大学

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二峪河乡乡镇长助理 82405104971

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镇安县高峰镇乡镇长助



理 8240610498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关坪河乡

乡镇长助理 8240610499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庙沟乡乡镇长助理 82406105001不限大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

上不限 柞水县马家台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5011不限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两河乡乡镇长助理 82407105021不限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省委组织部省高级人民法院西

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82401105033法律及相关专业大

学及以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吴昱 029-85582615 徐光华

029-85558939未央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82402105043大学及以

上学士学位及以上不限 灞桥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8240310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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