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气象局 2020 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公告 

 

上海市气象局受中国气象局和上海市双重领导，是中国气象局华

东区域气象中心，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下设 12个事业单位、9个区

气象局，承担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天气预报、气候预测、公共气象服

务、专业气象服务、气象灾害防御、气象科研、气象行政管理等职责。 

 

为适应上海气象事业发展，根据《气象部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

届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试行）》（气发〔2015〕53号）和《上海市

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沪气发〔2018〕 

88号），现面向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招聘 2020年应届毕业生，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应聘人员基本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气象事业，拥护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身体健康（参照《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 



2、国内普通高等院校 2020年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博士

后出站人员及按国家规定的二年择业期内的人员，毕业报到时需同时

具备相应学历毕业证、学位证和就业报到证及其它相关手续证明。 

3、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 2020年毕业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报到

时需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符合岗位专业需求。 

二、招聘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网上报名（至 11 月 20 日截止） 

申报人可以关注“上海气象”公众号或在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

查阅招聘公告，了解各单位职位需求情况（详情见下表）。也可在

全国气象部门人才招聘会（11月 18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航空港校

区体育馆、11月 20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东苑体育馆）与我局招聘

工作人员见面交流。 

    请有意申报我局职位的人员登陆中国气象局气象人才招聘系统

（http://zp.cmatec.cn）注册并在线投递个人简历。请务必注意个

人专业与岗位要求的一致性，专业目录见附件。简历不符合要求或

逾期发送概不受理。 

 

上海市气象局 2020 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计划表 

具体用人单位 拟安排岗位 
岗位

性质 
专业  学历 

需求

数 

(01)上海中心气象台 

天气预报与 

技术研发 
业务 气象类 博士研究生 1 

天气预报与 

技术研发 
业务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4 

综合管理 管理 
综合管理类，财务会计

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02)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数值预报研发岗 科研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台风机理研究岗 科研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资料同化岗 科研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海气相互作用研

究 
科研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模式系统运维岗 科研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http://zp.cmatec.cn/


(03)上海市生态气象和

卫星遥感中心 

模式研发应用 业务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遥感应用 业务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04)上海市气候中心 
气候监测预测、

应用气象 
业务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 

(05)上海市气象信息与

技术支持中心 

数据管理与服务 业务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 

办公自动化管理 业务 
信息技术类，气象相关

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信息系统运控 业务 
信息技术类，气象相关

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06）上海市气象局宣传

科普与教育中心 
教育培训 业务 教育培训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07）上海市气象灾害

防御技术中心 
智慧气象应用 业务 

气象类，大数据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计算科

学、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 

（08）上海市气象服务

中心 
系统研发与维护 业务 

软件工程技术、软件工

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技术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09)上海海洋中心气象

台 

信息系统开发 

与管理 
业务 

信息计算技术、大数据

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网

络与信息安全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10)上海市气象局财务

核算中心（上海市气象

行政服务技术中心） 

气象行政执法 管理 
法学、行政管理、公共

事业管理 
本科及以上 1 

会计 业务 
会计学、会计、财务会

计、财务管理、财政学 
本科及以上 2 

(11)中国气象局上海物

资管理处 

仪器设备验收 业务 

电子与通信工程、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

处理与控制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 

行政管理 管理 
新闻学、行政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仪器设备验收 业务 
测控技术与仪器、软件

工程、网络工程 
本科及以上 1 

(12)上海市浦东新区气

象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 

(13)上海市闵行区气象

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14)上海市嘉定区气象

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15）上海市宝山区气象

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16）上海市松江区气

象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7)上海市金山区气象

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8)上海市崇明区气象

局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岗位链接：http://zp.cmatec.cn/GZBM/CMAJobSearch.do?type=2&unitcode=1f0773d8-

24d4-49b2-bbd8-e357a62b2193 

（二）直接面试 

针对岗位需求为大气科学类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应届毕业生的，

采取直接面试的考试方式。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即可参加直接面试： 

（1）2020年毕业的应届博士研究生； 

（2）专业排名第一，或本科保研、且专业排名在前三的优秀硕

士研究生； 

（3）院士推荐的硕士研究生（有院士推荐信）； 

（4）硕士期间参与项目课题研究、发表 SCI 论文 2 篇以上的硕

士研究生。 

直接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在招聘会现场另行通知。 

（三）笔试面试流程安排 

1.材料初审（11月 21日-11月 25日） 

我局以 11 月 20 日前投递到气象人才招聘系统邮箱的应聘报名

材料为依据，按照相关要素标准进行招聘初审工作，确定并公布进入

笔试人员名单。 

2.笔试（拟定于 11月底或 12月上旬）。我局组织对进入笔试名

单的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考试，具体考试要求将与考试名单同时公布。 

3.面试（拟定于 11月底或 12月上旬）。我局组织对进入面试

名单的人员进行面试，具体面试要求将与面试名单同时公布。 

（四）体检考察 

体检按照现行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项目和标准，组织安排拟录用

人员到指定医院体检，并对通过体检人员进行考察。具体时间地点

另行通知。 



 

（五）公示录用 

拟录用人员确定后通过上海市气象局官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少

于 7个工作日。拟聘用人员名单经中国气象局人事司同意后，办理

入职手续。 

咨询电话：021-64391001 

 

 

 

                              上海市气象局 

                      2019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