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气象部门2021年度事业单位气象类本科及以上岗位需求表

序号 具体用人单位
单位
层级

拟安排岗位
岗位
性质

岗位代码 专业 学历 需求数 备注

1 安徽省濉溪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01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 亳州市气象台 市级 气象预报岗 业务 C2021002 气象类 大学本科 1

3 亳州市气象台 市级 气象预报岗 业务 C2021003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气象学、气候学、气

候系统与气候变化、农业气象学
本科及以上 1

4 安徽省涡阳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04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5 安徽省蒙城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05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6 安徽省谯城区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06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7 宿州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市级
公共气象服务

岗
服务 C2021007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8 宿州市农业气象试验站 市级 农业气象岗 业务 C2021008 气象类 大学本科 1

9 宿州市农业气象试验站 市级 农业气象岗 业务 C2021009
应用气象学、农业气象学、农业气象服务、气
候变化与环境生态学（大气科学类）、应用气

象学 （公共气象服务）
本科及以上 1

10 安徽省砀山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0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1 安徽省泗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1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2 安徽省灵璧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2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3 安徽省怀远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3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4 安徽省五河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4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5 安徽省固镇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5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16 阜阳市气象台 市级 天气预报岗 业务 C2021016 气象类 大学本科 1

17 安徽省阜南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7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序号 具体用人单位
单位
层级

拟安排岗位
岗位
性质

岗位代码 专业 学历 需求数 备注

18 安徽省太和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18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19 淮南市气象台 市级 天气预报岗 业务 C2021019 气象类 大学本科 1

20 安徽省寿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0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1 安徽省凤台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1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22 滁州市国家气象观测站 市级 雷达监测岗 业务 C2021022
大气科学（大气探测）、电子信息工程（气象

探测）、气象探测技术
本科及以上 1

23 安徽省定远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3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24 安徽省凤阳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4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5 安徽省霍山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5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6 安徽省舒城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6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7 安徽省郎溪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7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8 安徽省宁国市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8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9 安徽省旌德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29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30 池州市气象台 市级 天气预报岗 业务 C2021030 气象类 大学本科 1

31 安徽省东至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31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32 安徽省石台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32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33 安徽省潜山市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33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34 安徽省太湖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34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35 安徽省望江县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35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36 安徽省天柱山气象台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C2021036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注：最低服务年限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