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12月公招拟聘用人员公示一览表（一）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高学历 学位
所属学科（专

业）
政治面貌 岗位编码

该岗位招聘条件

专业条件要求 其他

1 张翠翠 女 1987.03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
群众 CZ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控制工程

2 朱锐 女 1993.09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学前教育学 群众 CZ03 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

3 熊欢 女 1993.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学前教育学 中共党员 CZ03 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

4 胡淼 女 1995.0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学前教育学 群众 CZ03 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

5 何巧 女 1992.10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小学教育 中共党员 CZ05 小学教育

6 柏雪 女 1993.05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小学教育 中共党员 CZ05 小学教育

7 蒋雪 女 1989.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材料工程 中共党员 CZ06 材料加工工程、材料工程、材料学

8 刘琴 女 1986.09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机械工程 群众 CZ0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

9 陈鹏 男 1990.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机械工程 群众 CZ0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

10 张宝 男 1990.09 硕士研究生 硕士 车辆工程 群众 CZ08
本科：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研究生：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汽车方向）

以学士学位报考应具备2年及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11 张志 男 1991.09 本科 学士 车辆工程 群众 CZ08
本科：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研究生：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汽车方向）

以学士学位报考应具备2年及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12 赵焦 女 1995.07 本科 学士 汽车服务工程 中共党员 CZ08
本科：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研究生：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汽车方向）

以学士学位报考应具备2年及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13 王雷 女 1995.05 本科 学士 汽车服务工程 群众 CZ08
本科：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研究生：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汽车方向）

以学士学位报考应具备2年及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14 缪垚 女 1987.03 本科 学士 艺术设计 群众 CZ09
本科：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研究生：艺术设计、设计艺术学 

以学士学位报考应具备2年及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15 刘娴 女 1995.05 本科 学士 物联网工程 群众 CZ10 本科：信息安全、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研究生：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技术
以学士学位报考应具备2年及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16 蒲彦儒 女 1986.0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旅游管理 中共党员 CZ12 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学（旅游方向）、中国史（旅游方向）

17 李玉琦 女 1986.0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中共党员 CZ13 中国古代文学

18 赵榆 女 1993.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群众 CZ14 汉语国际教育

19 赖虹霞 女 1994.10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有机化学 群众 CZ15 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20 胡焕国 男 1987.10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群众 CZ16 建筑与土木工程、土木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程

21 黄晓敏 女 1992.05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金融学 中共党员 CZ17 会计学、会计、金融学、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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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何雨舟 男 1992.1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金融学 中共党员 CZ17 会计学、会计、金融学、金融

23 皮路 女 1993.0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会计 群众 CZ17 会计学、会计、金融学、金融

24 伍道理 男 1985.0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

（网球方向）
中共党员 CZ19 运动训练（网球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网球方向）

25 冯仁娇 女 1992.10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民族传统体育学

（武术方向）
群众 CZ20 民族传统体育学（武术方向）、运动训练（武术方向）

26 李雨函 女 1993.0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音乐（声乐） 中共党员 CZ22 音乐与舞蹈学（声乐方向）、音乐学（声乐方向）、音乐（声乐方向）

27 龚元园 女 1990.06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政治学理论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28 银玉 女 1985.0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法律（非法学）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29 李艳 女 1992.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思政政治教育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0 路振艳 女 1990.07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1 李虹霓 女 1996.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2 游爽 女 1991.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法律（非法学）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3 张智慧 女 1986.06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4 李玉巧 女 1994.06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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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波 男 1986.09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中国哲学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6 许加尧 男 1995.0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中共党员 CZ23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法学、法律（法学、非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中共党员

37 彭子烔 女 1995.0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会计学 群众 CZ24 会计学、会计、金融学、金融

38 蒲抒玥 女 1989.04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会计学 群众 CZ24 会计学、会计、金融学、金融

39 杨璐帆 女 1986.1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教育技术学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0 周杰 女 1991.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人文医学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1 李小芳 女 1993.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工商管理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2 高雪 女 1989.02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比较教育学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3 沈欢 女 1993.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职业技术教育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4 田鹏 女 1993.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5 刘佳利 女 1988.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中国哲学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6 何茜 女 1992.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基础心理学 中共党员 CZ25 专业不限
女，需要长期在女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7 周子华 男 1991.06 硕士研究生 硕士 环境工程 中共党员 CZ26 专业不限
男，需要长期在男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8 张超 男 1993.09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小学教育 中共党员 CZ26 专业不限
男，需要长期在男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49 向香源 男 1992.07 硕士研究生 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共党员 CZ26 专业不限
男，需要长期在男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50 尹珩 男 1993.08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 中共党员 CZ26 专业不限
男，需要长期在男生宿舍值

班；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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