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广汉市教育系统面向研究生和2021届公费师范毕业生、
优秀大学本科毕业生公开招聘教师岗位需求表

岗位编码 招聘学段 招聘学科 招聘学校 招聘对象 名额 专业条件 其他条件

2020001 高中 语文 四川省广汉中学（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 语文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2 高中 数学 四川省广汉中学（2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数学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3 高中 英语 四川省广汉中学（2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英语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4 高中 政治 四川省广汉中学（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 政治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5 高中 物理
四川省广汉中学（1名）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2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3 物理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6 高中 生物
四川省广汉中学（1名）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1名）      
四川省广汉市第六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3 生物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7 高中 历史
四川省广汉中学（2名）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1名）      
四川省广汉市第六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4 历史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8 高中 体育 四川省广汉中学（2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体育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09 职中 语文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 语文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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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 职中 数学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2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数学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1 职中 政治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 政治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2 初中 语文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1名）      
广汉市向阳镇广兴中学（1名）      
广汉市三水中学（1名）            
广汉市高坪中学（1名）            
广汉金鱼第一中学（1名）          
广汉中学实验学校（3名）                  
广汉中学实验学校高新分校（2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0 语文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3 初中 数学

广汉市第二中学（1名）            
广汉市三水中学（1名）            
广汉市高坪中学（1名）            
广汉中学实验学校（1名）          
广汉市金鱼第二中学（1名）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6 数学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4 初中 英语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1名）        
广汉市第二中学（1名）            
广汉市向阳镇广兴中学（1名）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1名）      
广汉市三星堆第三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5 英语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5 初中 政治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1名）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政治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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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6 初中 物理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1名）        
广汉市第二中学（1名）            
四川省广汉市光华双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3 物理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7 初中 化学
广汉市第二中学（1名）            
广汉市三星堆第一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化学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8 初中 音乐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 音乐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19 小学 语文

广汉市金雁小学（3名）            
广汉市实验小学（1名）            
广汉市金鱼第二小学（1名）        
广汉市第九小学（1名）            
广汉市连山第一小学（2名）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1名）      
广汉市三星堆第三学校（1名）       
四川省广汉市光华双语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1 语文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20 小学 数学

广汉市金雁小学（2名）            
广汉市第四小学（1名）            
广汉市第二小学（1名）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2名）      
四川省广汉市光华双语学校（1名）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1名）      
广汉市实验小学（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9 数学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21 小学 音乐

广汉市第一小学（1名）            
广汉市第二小学（1名）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1名）      
广汉市高坪小学（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4 音乐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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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 小学 体育

广汉市第一小学（1名）            
广汉市第二小学（1名）            
广汉市连山第一小学（1名）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4 体育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见公告

2020023 小学 信息技术 广汉市第一小学（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1
信息技术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

见公告

2020024 幼儿园 学前教育
广汉市第一幼儿园（1名）          
广汉市第三幼儿园（1名）

研究生、      
公师生、     
本科生

2
学前教育学科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

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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