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杭州市公安局第二批警务辅助人员招聘计划表

网上报名时间 2022年6月7日-17日 网上报名二维码

单位名称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性别 招聘计划 岗位要求 工作地址 入面比例
咨询电话

(工作日9:00-12:00,14:00-
17:30）

特警支队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1 不限 2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有从事计算机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需要值班。

拱墅区祥符街道渡
驾路48号

1:3

0571-87284615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2 女 1
财务会计相关专业，能熟练操作电脑
办公软件，有从事财务会计相关工作
经验者优先。

1:3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3 不限 1
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擅长摄影摄像、
视频制作，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
。需要值班。

1:3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4 女 1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具有较好
的文字写作能力，有从事档案管理工
作经验和普通话等级证书者优先。

1:3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5 不限 10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具有良好
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及较好的文字写
作能力，持有C1以上驾驶执照者优先
。服从组织调配，部分岗位需要值班
。

1:2

勤务辅警 巡逻勤务 男 191 持有C1以上驾驶证者或退役军人优先
。需要值班。

拱墅区祥符街道渡
驾路48号和上城区
南星街道龙舌嘴路
57号

1:2

交通（水上）治安分局 勤务辅警 船舶驾驶/轮
机 男

6（本次招聘
驾驶及轮机船
员总计6名，

轮机不超
2名）

持有效的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具
有2年及以上内河船舶驾驶/轮机经
验，熟悉船舶驾驶/轮机相关业务，了
解钱塘江潮汐规律及航道走向，确保
船舶航行及靠泊安全。符合报名条件
人员的年龄放宽至45周岁以下，学历
放宽至高中毕业生。

滨江区长河街道闻
涛路（水印城小区

旁）
1:2 0571-86622016

市警校 文职辅警 教学辅助 不限 2
身体素质好，能够辅助室外训练工
作，有C1以上驾驶证，或摄影、公文
写作经验者优先。

富阳区富闲路218号 1:3 0571-87289275

地铁公安分局

勤务辅警 巡逻处突 男 150
协助站点民警开展接处警、巡逻盘查
、安检督导、视频巡查、应急处突等
治安防控工作（需参与抓捕、值
班），有A1或B1驾照的优先。

分局各派出所辖区
站点警务室 1:2

0571-87289522

文职辅警 室内辅助 女 12 协助做好各项综合辅助工作，有文字
特长或视频图片制作经验的优先。 分局各派出所 1:2

勤务辅警 安防工程巡检
运维 男 6

有安防工作经验或弱电基础，能熟练
操作计算机，需有C1以上驾驶证。退
伍军人优先。

实际工作单位为科技信
息化局（上城区婺江路
169号）

1:2 0571-87288970

监所管理支队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1 不限 10

部分岗位具有财会专业、护理专业、
文秘专业、B1以上驾照，计算机维修
、弱电维修，摄影摄像修图，熟练操
作电脑办公软件等特长的优先录取。
需要参加辅助执法执勤、值夜班。

杭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
支队、杭州市看守所、
杭州市监察留置所、杭
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杭州市拘留所等单位招
聘的辅警由监管支队统
一安排工作岗位。杭州
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地址余杭区仁和镇运溪
路36号（其他单位地址
略）。

1:2

0571-87285021

勤务辅警 综合岗位2 男 20

主要辅助民警开展监管执法工作，部
分岗位具有财会专业、护理专业、文
秘专业、B1以上驾照，计算机维修、
弱电维修，摄影摄像修图，熟练操作
电脑办公软件等特长的优先录取。需
要参加辅助执法执勤、值夜班。

1:2

勤务辅警 应急通信保障 男 6 有通信、多媒体或弱电基础，其中2
人需有B1以上驾驶证。

实际工作单位为科技信
息化局（上城区婺江路
169号）

1:2 0571-87288966

高速交警支队

勤务辅警 勤务辅助1 男 8

从事路面执勤辅助。持C1及以上驾驶

证，不在实习期，并近12个月内无驾
驶证扣满12分，具备电脑基本操作能

力，熟悉Word、Excel操作、退役军
人优先，需适应夜班工作并服从组织

调配。

萧山区宁围街道弘
慧路与萧钱线交叉
口旁

1:2 0571-86498093 0571-
86498003

勤务辅警 勤务辅助2 男 1
建德市杨村桥镇杭
新景高速杨村桥收
费站旁

1:3 0571-65013550 0571-
86498003

勤务辅警 勤务辅助3 不限 3

余杭区余杭街道仙
宅村杭州绕城西复
线高速仙宅收费站
旁

1:3 0571-89775389 0571-
86498003

勤务辅警 勤务辅助4 男 4
西湖区双浦镇之浦
路700号杭新景高速
杭州南收费站旁

1:2 0571-87642386 0571-
86498003

勤务辅警 勤务辅助5 男 8

钱塘区德胜东路与
沪昆高速交叉路口
往东约100米杭州绕
城高速下沙收费站
旁

1:2 0571-86498830 0571-
86498003

文职辅警 文秘辅助 不限 2

协助民警做好综合文字辅助工作，有
写作、PPT制作特长，能熟练操作计

算机及常用办公软件、公文处理，持
驾照者优先。

上城区秋涛北路413
号 1:3 0571-86498152 0571-

86498003

合计 444



2022年杭州市公安局市局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招聘计划表（交警支队）

网上报名时间 2022年6月7日-17日 网上报名二维码

单位名称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性别

招聘计划
岗位要求 工作地址 入面比例

咨询电话
(工作日：9:00-12：
00,14:00-17:30）人数

交警支队

勤务辅警 上城大队
TPTU 男 29

身高1.72米以上，驾驶证不在
实习期，并近12月内无驾驶证
扣满12分，退役军人优先

在上城交警大队管
辖区域内，驾驶警
用摩托车从事交通
管理辅助和路面巡
逻工作

1:2

86412973

文职辅警

上城大队室
内辅助1 男 8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部

分岗位有夜班要求。
上城交警大队部或
上城区各交警中队

1:2

上城大队室
内辅助2 女 3 1:3

勤务辅警 拱墅大队
TPTU 男 49

身高1.72米以上，驾驶证不在
实习期，并近12月内无驾驶证
扣满12分，退役军人优先

在拱墅交警大队管
辖区域内，驾驶警
用摩托车从事交通
管理辅助和路面巡
逻工作

1:2

88901509

文职辅警 拱墅大队室
内辅助1 男 23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部

分岗位有夜班要求。
拱墅交警大队部或
拱墅区各交警中队 1:2

文职辅警 西湖大队室
内辅助1 男 20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部
分岗位有夜班要求。

西湖交警大队部或
西湖区各交警中队

1:2
87888706

文职辅警 西湖大队室
内辅助2 女 3 1:3

勤务辅警 滨江大队
TPTU 男 15

身高1.72米以上，驾驶证不在
实习期，并近12月内无驾驶证
扣满12分，退役军人优先

在滨江交警大队管
辖区域内，驾驶警
用摩托车从事交通
管理辅助和路面巡
逻工作

1:2

87282554

文职辅警 滨江大队室
内辅助 男 8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部

分岗位有夜班要求。
滨江交警大队部或
滨江区各交警中队 1:2

文职辅警 景区大队室
内辅助1 男 27 能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部

分岗位有夜班要求。
景区交警大队部或
景区各交警中队 1:2 87985571

勤务辅警 高架大队
TPTU 男 10

身高1.72米以上，驾驶证不在
实习期，并近12月内无驾驶证
扣满12分，退役军人优先

在高架交警大队管
辖区域内，驾驶警
用摩托车从事交通
管理辅助和路面巡
逻工作

1:2 86493157

勤务辅警 机动大队路
面岗位 男 17

身高1.75米以上，30周岁以
下，有汽车、摩托车驾驶证、
退役军人优先

滨江区华数数字电
视产业园F座 1:2 87282225

文职辅警 机关室内辅
助1 男 30 本科学历以上；有良好的语言

表达能力；能熟练使用电脑办
公软件；有计算机、文秘、编
程、驾驶专业技能的优先

目前在滨江区华数
数字电视产业园
F座；预计2023年搬
至文晖路336号

1:2
87282085

文职辅警 机关室内辅
助2 女 4 1:2

文职辅警 车管处室内
辅助1 男 10 本科学历以上；有良好的语言

表达能力；能熟练使用电脑办
公软件

西湖区古墩路699号
1:2

88942055
文职辅警 车管处室内

辅助2 女 2 1:3

合计 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