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校内公开招聘结果的公示 

 

为进一步促进校内人员的合理流动，学校组织了“管理

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校内公开招聘”工作，根据本次校内公

开招聘工作方案，经过公布招聘岗位、个人报名、二级单位

和人事处共同审核、二级单位综合考核和思想政治考察等环

节，闫月等 38人拟确定为录用人选，现将结果予以公示（名

单附后）。 

公示时间：2021年 7 月 19日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若

对拟录用人选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通过口头、书面等形

式向人事处或监察处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以便调查

核实。 

人事处受理电话：88492242  

监察处受理电话：88493708 

联系地址：友谊校区行政办公楼 A 座 331室 

 

 

人事处 

2021 年 7月 19日



 

 

西北工业大学校内公开招聘拟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聘用单位 姓名 性别 学位 原单位 原岗位类型 聘用岗位 

1 航空学院 闫月 女 硕士 数学与统计学院 自聘 学科秘书 

2 航空学院 李祖鑫 女 硕士 软件学院 自聘 学生工作管理岗 

3 极端力学研究院 陈娜妮 女 硕士 极端力学研究院 自聘 人事与科研秘书 

4 极端力学研究院 高琛 女 硕士 极端力学研究院 自聘 宣传文化与国际合作秘书 

5 材料学院 周婷婷 女 硕士 材料学院 自聘 人才培养办公室秘书（教学） 

6 材料学院 孙苏婷 女 硕士 材料学院 自聘 人才培养办公室秘书（国际化） 

7 机电学院 简粉 女 学士 机电学院 自聘 本科生教务员 

8 机电学院 邹夏 女 学士 机电学院 自聘 研究生教务员 

9 机电学院 史可 女 学士 机电学院 自聘 学生工作岗 

10 机电学院 陈玉荣 女 学士 机电学院 自聘 国家级科研平台推进业务岗 

11 电子信息学院 闻梦宇 女 硕士 电子信息 自聘 党务秘书 

12 计算机学院 李晓月 女 硕士 计算机学院 自聘 科研秘书 

13 计算机学院 杨钰 女 学士 计算机学院 自聘 空天地海一体化大数据实验室 



14 化学与化工学院 郭思敏 男 硕士 化学与化工学院 自聘 综合行政管理 

15 化学与化工学院 王嘉琪 女 硕士 化学与化工学院 自聘 学生工作助理 

16 文化遗产研究院 贾嘉 女 硕士 文化遗产研究院 自聘 教学秘书 

17 文化遗产研究院 吴天瑶 女 硕士 文化遗产研究院 自聘 人事秘书 

18 医学研究院 曹真真 女 硕士 国际教育学院 自聘 党建宣传管理岗 

19 光电与智能研究院 高颖 男 硕士 国际教育学院 自聘 行政助理（科研） 

20 学校办公室 丁 琳 女 硕士 电子信息学院 事业编 校务工作 

21 学工部 姜娟 女 硕士 软件学院 自聘 学生大数据和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22 学工部 陈慧 女 硕士 管理学院 自聘 学生事务管理中心 

23 研究生院 何秀琴 女 硕士 研究生院 自聘 培养管理 

24 研究生院 朱晶 女 硕士 研究生院 自聘 培养管理 

25 研究生院 沈蓉 女 硕士 研究生院 自聘 培养管理 

26 研究生院 杨力萌 女 学士 研究生院 自聘 学位管理 

27 研究生院 殷汉青 女 硕士 研究生院 自聘 质量管理 

28 研究生院 王晓姣 女 学士 研究生院 自聘 质量管理  

29 研究生院 李苾婷 女 学士 研究生院 自聘 国际交流管理 

30 研究生院 杨珍 女 学士 研究生院 自聘 国际交流管理 

31 研究生院 王园 女 硕士 研究生院 自聘 综合管理 

32 研究生院 张洁 女 硕士 管理学院 自聘 质量管理  



33 教务处 张航 男 博士 分析测试中心 事业编 综合管理 

34 科研院 宋征玺 女 硕士 图书馆 事业编 基础研究 

35 柔性电子研究院 邹还师 女 硕士 研究生院 校聘 行政管理 

36 图书馆 孟芮 女 博士 科研院 事业编 信息咨询服务 

37 博物馆建设筹备处 滕迪 女 硕士 管理学院 自聘 展陈业务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达艳 女 学士 生态环境学院 自聘 学院办公室管理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