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山西省2022年特岗计划设岗市、县（市、区）招聘咨询信息表
设岗县市教育局 联系人 招聘期间联系电话及传真 面试公告网址及名称 电子邮箱 地市

大同市教育局 乔老师 0352-2087279  0352-2087290 大同基础教育网 http://www.dtjcjy.com/ dtsjyjrsk@126.com 大同市

广灵县教育科技局 姜老师 0352-8823283 glxjkjrsb@163.com 大同市

灵丘县教育科技局 李老师 0352-8522791 710918910@qq.com 大同市

天镇县教育科技局 罗老师 0352-6822174 1475026129@qq.com 大同市

浑源县教育科技局 穆老师 13935257565 416603987@qq.com 大同市

阳高县教育科技局 凌老师 0352-6623321 ygxjyjrsk@163.com 大同市

晋中市教育局 李老师 0354-3806621 http://jyj.sxjz.gov.cn/ 1121337844@qq.com 晋中市

和顺县教育局 李老师 0354-8124679 http://www.heshun.gov.cn jzhsrsg@163.com 晋中市

左权县教育局 江老师 0354-8636266 http://www.jzzq.gov.cn/ zqjyrsg@163.com 晋中市

昔阳县教育局 杨老师 0354-4123288 www.xiyang.gov.cn xyjkjrs2018@163.com 晋中市

祁县教育局 杨老师 0354-5243263 3836470 http://qx.sxjz.gov.cn/ yfw918@126.com 晋中市

平遥县教育局 马老师/牛老师 0354-5868126    0354-5868138（传真） http://www.pingyao.gov.cn pyxjkjrsg@163.com 晋中市

灵石县教育局 温老师 0354-7618614 http://www.lingshi.gov.cn/ lsrsg7618611@163.com 晋中市

吕梁市教育局 雒老师 0358-3380948 http://www.lvliang.gov.cn/zfjgzd/llsjyj/ llsjyjrsk@163.com 吕梁市

兴县教育局 田老师 0358-6450195 15835832212 15835832212@139.co
m

吕梁市

中阳县教育局 张老师 0358-5300506 zyxjyjrsg@163.com 吕梁市

交口县教育局 王老师 0358-5440111 18534895278 jkjyjrsg@126.com 吕梁市

离石区教育科技局 袁老师 0358-8218819 15935850803 lsqjkrsg@163.com 吕梁市

柳林县教育局 高老师 0358-4050094 llxjtjrsg@163.com 吕梁市

岚县教育局 杨老师/李老师 0358-6722362 18735866196 lxjyjrsg@163.com 吕梁市



设岗县市教育局 联系人 招聘期间联系电话及传真 面试公告网址及名称 电子邮箱 地市

临县教育局 赵老师 0358-4581223 13593361700 lxjyjrsg8@163.com 吕梁市

方山县教育局 靳老师 0358-6027389 895838222@qq.com 吕梁市

文水县教育局 陈老师 0358-3089092 llwsrsg@126.com 吕梁市

运城市教育局 王老师 0359-2216358 https://jyj.yuncheng.gov.cn/ ycsjyj@163.com 运城市

芮城县教育局 李老师 0359-3030196 芮城教育（微信公众号） rcxjyjrsg@163.com 运城市

临猗县教育局 韩老师 13191194041 临猗教育（微信公众号） lyjyjrs@163.com 运城市

万荣县教育局 张老师 0351-4529782 万荣教育（微信公众号） wrxjyjrsg@163.com 运城市

新绛县教育局 刘老师 0359-7548601    0359-7548632 http://www.jiangzhou.gov.cn xjrsg8632@163.com 运城市

稷山县教育局 王老师 0359-5523880 稷山县人民政府网站（www.jishan.gov.cn） jishan002@163.com 运城市

闻喜县教育局 张老师 0359-7031810 闻喜教育（微信公众号） 15525857999@163.co
m

运城市

夏县教育局 胡老师 18295942688 http://www.sxxiaxian.gov.cn xxjyjrsg@126.com 运城市

绛县教育局 张老师 0359-6526899 绛县教育（微信公众号） jxjyjzq@163.com 运城市

平陆县教育局 刘老师 0359-3530513 平陆教育（微信公众号） pljyjrsg@163.com 运城市

垣曲县教育局 陈老师 0359-6028891 垣曲教育（微信公众号） yqrshg2009@163.com 运城市

晋城市教育局 李老师 0356-2066119 晋城市教育局网站（www.jcedu.sx.cn） 121777558@qq.com 晋城市

泽州县教育局 刘老师 0356-3033561 晋城市教育局网站（www.jcedu.sx.cn） 598010448@qq.com 晋城市

阳城县教育局 孔老师 0356-4228894 晋城市教育局网站（www.jcedu.sx.cn） 672547167@qq.com 晋城市

临汾市教育局 查老师 0357-2681231 临汾市教育局网址jyj.linfen.jov.cn linfenshixun@163.cpo
m

临汾市

大宁县教科局 高老师 13835760842 13835760842@163.co
m

临汾市

蒲县教育科技局 许老师 0357-5322214 pxjkjrsg@163.com 临汾市

隰县教育科技局 郭老师 0357-7321610 huiguo321@126.com 临汾市

永和县教科局 贺老师 13834170192 www.sxyh.gov.cn  永和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lfyhrsghls@163.com 临汾市



设岗县市教育局 联系人 招聘期间联系电话及传真 面试公告网址及名称 电子邮箱 地市

浮山县教育体育局 李老师 18935378351 fsjyrs@126.com 临汾市

汾西县教育科技局 任老师 13934075017 fxjkjrsg@126.com 临汾市

吉县教育科技局 葛老师 0357-7176110 jxjkjrsg@163.com 临汾市

安泽县教科局 杨老师 13513577599 0357-8522403 azxjkjrsg@126.com 临汾市

翼城县教育科技局 尹老师 电话0357-4932688 传真0357-4929283 rsg32688@163.com 临汾市

洪洞县教育科技局 刘老师 0357-6222186 htxjkjrsg@163.com 临汾市

襄汾县教育科技局 霍老师 0357-3530002 jkjjsgzg@163.co m 临汾市

太原市教育局 张老师 0351-2020341 太原市教育局 http://jyj.taiyuan.gov.cn/ jyjrsk107@163.com 太原市

娄烦县教育科技局 李老师 0351-5321099 lfxjyjrsk1886@163.com 太原市

清徐县教育科技局 张老师 0351-5722505 rsk5722505@163.com 太原市

忻州市教育局 郭老师 0350-2028825 忻州市教育局 https://jyj.sxxz.gov.cn/ xzsjyjrsk@163.com 忻州市

定襄县教育科技局 武老师 0350-8799505 忻州市

代县教育科技局 刘老师 0350-8982306 rsk8982306@163.com 忻州市

繁峙县教育科技局 张老师 0350-5523554 繁峙县教育科技局 fsxjyjrsk@163.com 忻州市

宁武县教育科技局 白老师 0350-4723909 忻州市教育局 https://jyj.sxxz.gov.cn/ 1608101953@qq.com 忻州市

静乐县教育科技局 李老师 0350-7822563 忻州市教育局 https://jyj.sxxz.gov.cn/ xzjllxk999@163.com 忻州市

五寨县教育科技局 张老师 0350-4333237 忻州教育资源网五寨频http://wzjyj.30edu.com.cn 362502779@qq.com 忻州市

岢岚县教育科技局 聂老师 0350-4536029 http://kljkjyw.30edc.com.cn 1469225164@qq.com 忻州市

河曲县教育体育局 薛老师 0350-7222138 河曲县教育资源信息网https://hqjcjyw.30dao.cn/ hqxjkjrsg@163.com 忻州市

偏关县教育科技局 周老师 0350-7654098 忻州市教育局 https://jyj.sxxz.gov.cn/ pgxjkjrsk@163.com 忻州市

长治市教育局 赵老师 0355-2058512 http://www.jyj.changzhi.gov.cn/ czjyrsk@163.com 长治市

壶关县教育局 赵老师 0355-8765650 hgxjyjrsk@126.com 长治市



设岗县市教育局 联系人 招聘期间联系电话及传真 面试公告网址及名称 电子邮箱 地市

沁源县教育局 任老师 0355-7833230 qjkrlzyglg@163.com 长治市

平顺县教育科技局 宋老师 13934291428 psxjyjrsg@126.com 长治市

沁县教育局 李老师 14703555321 qxjyjrsk@163.com 长治市

武乡县教育局 李老师 0355-6382263 wxkjjrsk@126.com 长治市

襄垣县教育局 李老师 0355-7222461  18003451983 xyxjyjrsk@126.com 长治市

长子县教育局 秦老师 13834305385 zzxjyjrsg123@163.com 长治市

黎城县教育局 李老师 13097667936 长治市

阳泉市教育局 杨老师 0353-6166001 平定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pd.gov.cn/ pdxjyjrsb@163.com 阳泉市

系统运维 高老师 0351-5628283 sxtgjs@shxed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