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新疆气象事业发展需要，经上级管理部门批准，现

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以下简称新疆气象局）2023 年

高校毕业生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一、单位简介 

新疆气象局成立于 1954 年，实行中国气象局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中国气象局领导为主的管

理体制，承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工作政府行政管理职

能，依法履行气象主管机构的各项职责。新疆气象局下设 15

个地（州、市）气象局、112 个县（市）气象局（站），其中：

86 个县局，26 个独立设置台站；11 个内设机构、13 个直属

事业单位。 

二、招聘岗位及专业 

2023年度新疆气象局事业单位招聘毕业生需求信息明细表 

(国家气象系统编制） 
序

号 
具体用人单位 

单位

层级 
专业 学历 需求数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 省级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2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 省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中心 省级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2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中心 省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2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信息中

心 
省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信息中

心 
省级 信息技术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信息中

心 
省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信息中

心 
省级 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信息中

心 
省级 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技术装

备保障中心 
省级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技术装

备保障中心 
省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12 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 省级 气象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3 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 省级 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4 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 省级 综合管理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5 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 省级 信息技术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6 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 省级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智

能监测与控制、通信工程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7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

研究所 
省级 气象类、信息技术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7 

18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

研究所 
省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19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

研究所 
省级 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20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

研究所 
省级 信息技术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

心 
省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

心 
省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

心 
省级 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

心 
省级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通信工程 
本科及以上 2 

25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新疆分院 
省级 

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共党史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26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新疆分院 
省级 

数字媒体技术、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本科及以上 1 

27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新疆分院 
省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4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机关

服务中心 
省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信息安全 
本科及以上 1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机关

服务中心 
省级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

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本科及以上 1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财务

核算中心 
省级 财务会计类 本科及以上 3 

3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市级 信息技术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2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3 巩留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4 霍城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5 霍尔果斯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6 尼勒克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7 伊宁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8 福海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39 福海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 大专 1 

40 吉木乃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2 

41 青河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42 青河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 大专 1 

43 塔城地区气象局财务核算中心 市级 财务会计类 本科及以上 2 

44 塔城地区气象台 市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45 托里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2 

46 乌苏市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47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气象局财

务核算中心 
市级 财务会计类 本科及以上 1 

48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气象信息

网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市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49 温泉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50 
克拉玛依市气象信息网络与装

备保障中心 
市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51 石河子农业气象服务中心 市级 
雷电科学与技术、气候学、

农业气象学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52 石河子农业气象服务中心 市级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资源

与环境、农业资源利用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53 石河子农业气象服务中心 市级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农

业资源利用、农业生态学、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水文学及水资源、自然地

理学 

54 石河子气象服务中心 市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网络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 

本科及以上 1 

55 石河子气象台 市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2 

56 石河子气象台 市级 

应用气象学、遥感技术与

应用、农业遥感与信息技

术、环境遥感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2 

57 呼图壁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58 吉木萨尔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59 吉木萨尔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60 玛纳斯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61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62 奇台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2 

63 
乌鲁木齐市气象局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市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64 乌鲁木齐市气象服务中心 市级 信息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1 

65 乌鲁木齐市气象台 市级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66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67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68 哈密市气象台 市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1 

69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3 

70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71 伊吾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3 

72 鄯善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73 和田市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74 民丰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 大专 1 

75 墨玉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76 皮山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2 

77 伽师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78 莎车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79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气象

台 
县级 气象类 大专 1 

80 英吉沙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8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气象

台 
市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82 乌恰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 大专 1 

83 拜城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84 乌什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85 新和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86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气象服务

中心 
市级 媒体传播类 本科及以上 1 

87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气象局财

务核算中心 
市级 财务会计类 本科及以上 1 

88 若羌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3 

89 和硕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2 

90 轮台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91 且末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 大专 1 

92 和静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2 

93 焉耆回族自治县气象台 县级 气象类、气象相关类 本科及以上 1 

合计    126 

具体岗位要求见附件 1。 

三、应聘要求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和非

法宗教活动；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和学历要求； 

（六）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七）2023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含 2022 年未派遣就业，

原毕业学校或当地人社部门能够按照应届毕业生进行派遣

的高校毕业生），毕业生需按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部分

职位招聘气象类专业大专学历毕业生，详见附件 1）； 

（八）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和专业等条件(见

附件 1)，其中海外学历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专业根据中国气象局人事司

《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2021 年版）》（见附件 3）认

定, 所学学科专业不在气象部门专业目录中，但与岗位所要

求的学科专业类同的应聘人员，可以主动联系招聘单位确认

报名资格。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失信被执

行人，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人员，

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以及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

员，不得报考。 

此外，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聘

岗位。回避关系是指《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第六条

有关规定，凡与聘用单位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

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和其他亲属关系的

应聘人员，“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

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

位聘用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

岗位”。 



四、招聘方式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1. 采取邮箱报名的形式，毕业生将《新疆气象部门 2023

年度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表》（见附件 2）、《新疆气象局 2023

年度事业编招聘报名简表》（见附件 3），打包发送

xjqxrsc@126.com 邮箱, 附件名称及报名邮件标题格式为

“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报考单位-毕业年份”。 

2.简历中填报的专业务必与学历证、学位证一致。简历

中需填写英语四、六级的成绩或其他能证明英语水平的考试

成绩。应聘人员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提供不实材

料，一经查实，取消应聘资格。 

    报名日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5 日

12:00。 

（二）招聘考试 

气象类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和气象相关类专业研究

生采取直接面试的考试方式，结合新疆气象部门实际，针对

气象类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主要以校园招聘方式进行，

具体关注有关院校通知。 

其余专业招聘考试以笔试加面试方式招聘，具体时间和

相关安排另行通知，请留存个人有效联系方式等候通知。 

（三）体检和考察 

对通过考试人员由新疆气象局人事处统一组织身体检

查，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现行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确

定。 



根据考试成绩、体检结果确定考察对象，重点考察毕业

生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综合素质、学业成绩、社会实

践等情况。体检、考察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选资格。 

（四）公示 

经体检、考察合格的，确定为拟聘用人选，在中国气象

局、新疆气象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五）签订协议 

拟聘用人员基本情况经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就业协议并

办理相关聘用、入编手续。 

五、注意事项 

（一）为合理控制考试人员规模，对应聘毕业生数量较

多的岗位，将根据学历层次、专业对口程度、在校表现（成

绩、奖励、荣誉及参加社会活动情况）等进行初选。 

（二）新疆气象局关于服务期限的具体规定为：本科及

以上学历毕业生到南疆四地（州）工作的，需在合同单位工

作不低于 4 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到除南疆四地（州）

以外工作的需在合同单位工作不低于 5 年；大专毕业生需在

合同单位工作不低于 5 年。 

（三）本科学历报考岗位在乌鲁木齐区域的，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成绩需 425 分以上。 

联系人：况老师 

咨询电话：0991-2660781 

   

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2023 年度事业单位招聘



计划明细表-第一批次 

      2. 新疆气象部门 2023 年度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表 

      3. 新疆气象局 2023 年度事业编招聘报名简表 

4. 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2021 年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人事处 

                            2022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