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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简介 

 

上海市嘉定区，地处上海市西北部，是上海连接长三角的重

要门户。建县于南宋嘉定十年，距今已有 800年的历史，区域总

面积 463.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56.8 万。城市功能独立，交通

发达便利，教育资源优质，医疗水平先进。 

嘉定，不仅是一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一座精美成长、

宜业宜居的新城；不仅是国内汽车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际汽车

城，还是一座科研院所和人才云集的现代科技城。这里民风纯朴，

文风鼎盛，风光秀丽，人杰地灵；这里科创承载，新型现代，四

通八达，全国文明；这里优化营商，关注民生，聚才爱才，创新

转型。这里是贯通苏沪的支撑点、历史文化的融合点、城市风貌

的新亮点。 

嘉定依托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和嘉闵高架等城市快速路及

11号线、13号线等轨道交通，将城市各个功能分区有效串联并

与外部高效连接，20分钟抵达上海虹桥枢纽，60分钟可至上海

浦东机场。 

嘉定坚持以民生为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功能布局、对

标发展，围绕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引进优质

资源，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努力打造科技嘉定、汽车嘉定、教化

嘉定、健康嘉定、美丽嘉定，全力构建“经济有体量又有质量、

城市有颜值又有温度、社会充满生机又和谐有序”的创新活力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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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 2020 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和 

选调生招录暨企事业单位赴高校招聘推介书 

 

一、政策概况 

立足嘉定改革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拓宽嘉定区优秀年轻干部

来源渠道，加强党政干部队伍的中长期储备，兼顾满足本地区科

研院所和知名企事业单位对优秀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嘉定区委决

定，面向部分高校招录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为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

载区和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党政人才支撑。 

（一）储备计划招聘 

1、招录对象范围和数量 

从 2018年开始，计划在五年内，每年招录 40名左右，共招

录 200名优秀大学毕业生。 

2020 年面向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地区的部分

高校计划招录 40名优秀大学毕业生，专业不限。 

2、培养锻炼 

录用人员纳入本区后备干部培养和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培养

体系，分三年有计划地加强针对性培养和跟踪管理。第一年，安

排到区级综合部门锻炼；第二年，安排到街镇农村、社区基层锻

炼，期间分批安排到区信访办、联勤网格化中心 12345热线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锻炼；第三年，根据录用人员专业特点，安排到区

级职能部门或街镇机关锻炼。三年内鼓励录用人员报考嘉定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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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和事业单位，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或择优推荐至区属企业

任职。 

3、待遇保障 

录用人员与区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实行绩效年薪制，

硕士研究生税前约 14.8万/年，博士研究生税前约 16.5万/年。

同时，为非嘉定户籍毕业生免费提供嘉定区域内的人才公寓，为

非上海户籍毕业生提供 6000元/年的探亲补贴。 

（二）选调生招录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2020 年选调生招录计划，嘉定区

将招录 15 名上海市选调生。本区的选调生人选将从符合本市选

调生招考条件的拟纳入本区 2020 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的

人员中按一定比例择优推荐，其中，给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等 7所高校每所 2个推荐名额，直接纳入本区储备计划并推荐参

加上海市选调生考试人选。经本市选调生相关招录程序，最终确

定 15人录用为报考本区的上海市选调生。 

录用为选调生的，纳入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培

养，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文件精神，两年锻炼期满并经考核称职

以上的，转任嘉定区相关区级机关。 

二、地区安排 

本次推介按照地区划分为上海、北京、南京和其他地区，片

区及会场安排如下： 

（一）上海地区 

上海地区的推介工作按学校所在地采用就近原则划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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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旦大学片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大学为主要宣传高校，以复旦大学为主会场，开展专题推介。 

2、上海交大片区：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为主要宣传高校，以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为主会场，开展专

题推介。 

3、东华大学片区：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主要宣传

高校，以东华大学松江校区为主会场，开展专题推介。 

（二）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的推介工作设置一个专场。 

北京大学片区：以北京大学为主会场，开展专题推介。 

（三）南京地区 

南京地区的推介工作设置一个专场。 

南京大学片区：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为主会场，开展专题推

介。 

（四）其他地区 

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化形式，开展推介工作。   

三、推介招聘 

（一）前期沟通 

加强网络宣传与定向宣传。充分利用对外宣传资源，通过微

信、微博、网站等三个网络媒介，在嘉定门户网站、嘉定发布、

嘉定青年、嘉定储备计划、嘉定报、嘉定广播电视台等平台上进

行发布；9月中旬起，根据所确定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

合肥等地的高校名单，积极联系各高校就业部门和团委，分时段

分地区上门沟通介绍嘉定区人才储备计划和选调生工作，并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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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高校资源优势，借助招聘公告海报和宣传专题片，向在校

学生发送招录相关信息。 

（二）现场推介 

10 月中旬起，按照地区片区会场安排，嘉定区携同区域内

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事业单位走进校园，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开展

现场推介。 

1、日程安排 

10 月中旬，开展上海地区的现场推介。10 月下旬，开展北

京、南京地区的现场推介。 

2、推介会现场流程 

（正式开场前滚动播放暖场片《航拍上海·嘉定篇》、《嘉

定宣传片》） 

（1）介绍嘉定概况； 

（2）介绍区人才储备计划、选调生招录以及区域内科研院

所和知名企事业单位； 

（3）优秀校友推介：由 2018、2019 年本区优秀大学毕业生

储备计划、区级机关、区域内科研院所以及知名企事业单位的优

秀校友，在推介会上进行推介； 

（4）互动及政策解答； 

（5）区领导讲话（拟邀请相关区领导出席）。 

3、校园招聘 

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区现场推介会结束后，开展校园招聘；

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直接开展校园招聘。 

（1）对已网上报名且符合条件的学生组织抽签确定面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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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顺序，同时受理现场报名并启动初试工作。 

（2）区域内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事业单位同步进行现场报名

及招聘工作。 

四、招录程序 

（一）储备计划 

9 月下旬起，开通 2020 年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网上报名，考生同时可关注网络宣传媒介推送的报名途径。 

网上报名完成后，经资格审核、初试、复试、体检、政审等

环节考核通过的人员，纳入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二）选调生 

从本区 2020 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的考生中择优推荐

参加上海市嘉定区选调生定向考试，与上海市 2020 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笔试一并进行。经上海市选调生笔试、面试、体检、考

察、录用等相关程序后，办理选调生公务员录用手续，并纳入嘉

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附件： 

1、2020年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招聘和选调生招

录公告 

2、2020年嘉定区赴高校招聘企事业单位名单（待定） 

3、2020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工作重点招录地区高校

名单 

4、各地区招录时间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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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招聘和 

选调生招录公告 

 

嘉定地处上海市西北部，是上海连接长三角的重要门户，全

区区域总面积 463.6平方公里，全区常住人口 156.8万，是一座

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精美成长、宜业宜居的新城。区内交

通网络十分发达，距离上海浦东机场 60 分钟，距离上海虹桥枢

纽约 20分钟。 

嘉定区面向高校招聘 2020 年应届硕士以上毕业生，按需充

实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和现代化新型

城市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党政人才支撑。 

一、招录对象范围和数量 

（一）招录对象和数量 

1、储备计划 

主要面向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地的部分高校，

招录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专业不限。计划招录 40名左右。 

招录具体岗位分为政法类、综合管理类、财经管理类、信息

管理类、城市建设管理类、卫生健康管理类等类别方向，不明确

具体岗位。 

2、选调生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2020 年选调生招录计划，嘉定区

将招录 15 名上海市选调生。本区的选调生人选将从符合本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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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生招考条件的拟纳入本区 2020 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的

人员中按一定比例择优推荐，经本市选调生相关招录程序，最终

确定 15人录用为报考本区的上海市选调生。 

录用为选调生的，纳入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培

养，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文件精神，两年锻炼期满并经考核称职

以上的，转任嘉定区相关区级机关。 

（二）招录对象基本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3、具备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且大学本科也是双

一流大学工程院校毕业，学习成绩优良，授予相应学位条件； 

4、具备下述条件之一： 

（1）中共党员； 

（2）担任院级以上学生干部或校级社团负责人； 

（3）获得校级及以上相关荣誉； 

（4）获得校级二等及以上奖学金。 

二、招录程序和步骤 

（一）储备计划 

9 月下旬起，开通 2020 年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网上报名，考生同时可关注网络宣传媒介推送的报名途径。 

网上报名完成后，经资格审核、初试、复试、体检、政审等

环节考核通过的人员，纳入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二）选调生 

从本区 2020 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的考生中择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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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上海市嘉定区选调生定向考试，与上海市 2020 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笔试一并进行。经上海市选调生笔试、面试、体检、考

察、录用等相关程序后，办理选调生公务员录用手续，并纳入嘉

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三、待遇保障 

（一）储备计划 

录用人员与区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1、工资待遇 

实行绩效年薪制，硕士研究生税前约 14.8万/年，博士研究

生税前约 16.5万/年。 

2、住房保障 

为非本区户籍毕业生免费提供嘉定区域内的人才公寓。 

3、探亲补贴 

为非上海户籍毕业生提供每年一次的探亲补贴 6000元。 

（二）选调生 

选调生正式录用后，一般于 2020 年 7 月到上海市嘉定区委

组织部报到，区委组织部将统一正式办理选调生公务员录用手

续，并纳入嘉定区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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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工作 

重点招录地区高校名单 

城市 
高校
类别 

序
号 

高校名称 
序
号 

高校名称 

北京 
17所 

原 985 

1 清华大学 2 北京大学 

3 中国人民大学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北京理工大学 6 中国农业大学 

7 北京师范大学   

原 211 

8 北京交通大学 9 北京工业大学 

10 北京邮电大学 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 北京林业大学 13 北京中医药大学 

14 中央财经大学 15 北京外国语大学 

16 中国传媒大学 17 中国政法大学 

上海 
9所 

原 985 
18 复旦大学 19 上海交通大学 

20 同济大学 21 华东师范大学 

原 211 

22 华东理工大学 23 东华大学 

24 上海外国语大学 25 上海财经大学 

26 上海大学   

杭州 
1所 

原 985 27 浙江大学   

南京 
8所 

原 985 28 南京大学 29 东南大学 

原 211 

30 河海大学 31 南京农业大学 

32 南京理工大学 33 南京师范大学 

3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5 中国药科大学 

合肥 
1所 

原 985 3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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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地区招录时间安排表 

 

地区 前期沟通 网上报名 推介会及初试 复试 

上海地区 9月中旬 9月下旬 10月中旬 10月下旬 

北京地区 9月中旬 9月下旬 10月下旬 10月下旬 

南京地区 9月中旬 9月下旬 10月下旬 10月下旬 

合肥地区 9月中旬 9月下旬 10月下旬 10月下旬 

杭州地区 9月中旬 9月下旬 10月下旬 10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