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教师及专业技术岗位招聘公告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为首批 28 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也是首批

50 所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经验典型高校之一，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为满足学院发展

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学院研究决定，2019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67 名工作人员。具体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岗位及数量

1. 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具有研究生学历硕士以上学位，本科为非专升本全日制统招；

（5）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硕士毕业生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1989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含 1 月 1 日），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

过 35 周岁（1984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含 1 月 1 日）；

（7）2019 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或符合改派条件可以改派、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往届毕业生；

（8）未满一个聘期的学院人事代理人员不能应聘。

2. 岗位、数量及其他条件

详见附件：《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教师及专业技术岗位招聘计划》。



二、报名注意事项

1. 应聘者需提交资料

（1）个人简历（需明确各教育阶段毕业院校和专业）；

（2）学历、学位证电子件；

（4）四、六级英语及计算机等级有关证书电子件；

（5）本科及硕士期间由毕业学校提供的成绩单电子件；

（6）荣誉证书电子件。

2. 应聘者资料投递方式

应聘者在学院人员招聘网站注册，按要求填写有关信息并上传个人资料（网址：http://1.85.51.5/ylrs/ )。未按

要求提交的视为无效资料。

三、招聘程序及有关说明

1. 招聘工作有关通知、公示将及时在学院网站首页教师招聘专栏对外发布，请应聘人员予以关注。

2. 招聘工作根据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修订）》（杨职院发〔2018〕139 号）有关规定

执行。

3. 应聘人员应保证所提供资料和相关信息属实，若有不实之处，随时发现随时终止应聘资格，已签订

三方协议或已经聘用到岗的，学院有权解除聘用关系。

附件：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教师及专业技术岗位招聘计划



学院地址：陕西•杨凌国家高新区渭惠路 24 号

联系部门：学院人事教师处 联系人：林老师 联系电话：029-87083917



附件：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教师及专业技术岗位招聘计划

（第一部分：教师岗位博士招聘，正式在编）

分院（部） 岗位编码 岗位 需求专业（专业方向或专业类群、大类）
需求

数量

政策

说明

基本要求

联系方式
专业条件

学位学历及毕业

院校要求

水利工程分院 2019A01 专任教师 土木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或材料方向） 1

享受学院

人才引进

办法相关

规定，一次

性给予8万

元安家费

本科专业为水利水电工程，硕士

专业为土木工程（建筑材料监测

或材料方向）

博士研究生，本硕

博均为一本以上

重点院校

029-87083902

杨老师

yzhyshuilixi@126.com

建筑工程分院
2019A02 专任教师 建筑技术科学 2 本科专业为土木工程优先 029-87083903

张老师 zxlsby@163.com2019A03 专任教师 建筑工程管理 1 本科专业为工程管理优先

机电工程分院
2019A04 专任教师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数控编程及加工方向） 1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029-87088019

龙老师 longjm8892@163.com2019A05 专任教师 自动化 1

药物与化工分院
2019A06 专任教师 石油化工 1 029-87010670

刘老师 302513797@qq.com2019A07 专任教师 药学 1

经济与贸易分院
2019A08 专任教师 电子商务或国际贸易 1 029-87073471

郑老师 337006744@qq.com2019A09 专任教师 物流管理或工商管理 1

旅游与管理分院 2019A10 专任教师 旅游管理 1
029-87093658

李老师 20084685@qq.com

生物工程分院
2019A11 专任教师 蔬菜学或设施园艺 1

无

029-87018401

沈老师 892603299@qq.com2019A12 专任教师 分析化学 1

动物工程分院 2019A13 专任教师 动物医学 2
029-87011230

张老师 ylxqr@126.com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部
2019A14 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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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

2
029-87073930

孟老师 155172348@qq.com

小计 17



（第二部分：教师岗位硕士招聘，正式在编）

水利工程分院 2019B01 专任教师 市政工程 1

无

本科专业为给排水工程技术

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本硕均为一本

以上重点院校

029-87083902

杨老师 yzhyshuilixi@126.com

建筑工程分院

2019B02 专任教师 电气工程 1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029-87083903

张老师 zxlsby@163.com

2019B03 专任教师 市政工程 1

2019B04 专任教师 工程管理 1
本科专业为工程造价。有 BIM

证书者优先

交通与测绘工程

分院

2019B05 专任教师 测绘科学与技术（摄影测量方向） 2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具备无人

机操控及内业数据处理者优先

029-87083198

张老师 895903758@qq.com

2019B06 实训指导教师 艺术学（形体或舞蹈编排方向） 1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2019B07 专任教师 桥梁工程 1

享受学院

人才引进

办法相关

规定，一次

性给予5万

元安家费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有道桥

BIM 证书者优先

2019B08 专任教师 隧道工程 1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有道桥

BIM 证书者优先

2019B09 专任教师 轨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1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2019B10 专任教师 铁道工程 1

2019B11 专任教师 岩土工程 1

2019B12 实训指导教师 轨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1

机电工程分院

2019B13 专任教师 机械设计及理论 1

029-87088019

龙老师 longjm8892@163.com

2019B14 专任教师 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方向） 1
本科为车辆工程类专业，硕士为

新能源方向

2019B15 专任教师 工业机器人 1
本科为自动化或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

2019B16 实训指导教师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数控编程及加工方向） 1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信息工程分院

2019B17 专任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信息安全） 2

029-87083608

段老师 dzy399@163.com

2019B18 专任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

2019B19 专任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嵌入式技术） 1

2019B20 专任教师 动漫技术 2



生态环境工程分

院

2019B21 专任教师 建筑室内设计 1

无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

硕均为一本以上重点院

校

029-87013373

苏老师 541188105@qq.com2019B22 实训指导教师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1

生物工程分院
2019B23 实训指导教师 作物学 1 029-87018401

沈老师 892603299@qq.com2019B24 实训指导教师 分析化学 1

药物与化工分院
2019B25 专任教师 药学 1 029-87010670

刘老师 302513797@qq.com2019B26 专任教师 临床医学 1

动物工程分院

2019B27 专任教师 畜牧 1
029-87011230

张老师 ylxqr@126.com
2019B28 专任教师 兽医 1

2019B29 实训指导教师 动物医学 1

经济与贸易分院
2019B30 专任教师 物流管理 1 029-87073471

郑老师 337006744@qq.com2019B31 专任教师 电子商务 2

旅游与管理分院 2019B32 专任教师 旅游管理 1
029-87093658

李老师 20084685@qq.com

文理分院

2019B33 专任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或数学建模 1
029-87073390

屈老师 458468669@qq.com
2019B34 专任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2019B35 专任教师 英语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部

2019B36 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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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

2 029-87073930

孟老师 155172348@qq.com

2019B37 专任教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 1

体育部 2019B38 专任教师 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篮球）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

硕均为一本以上重点院

校，体育类院校毕业

15291499905

文老师 184435676@qq.com

国际学院 2019B39 专任教师 俄语或少数语种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

硕均为一本以上重点院

校，有一年以上留学经

历，男性优先

029-87037271

杨老师 550493954@qq.com

小计 45



（第三部分：专业技术岗位硕士招聘，正式在编）

质量监控办公室 2019C01 专业技术岗 网络技术 1

无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

硕均为二本以上院校
029-87083917

林老师 yzyrsc2@163.com

学生处 2019C02

专业技术岗

（心理咨询指

导教师）

心理学类专业 2

网络与教育技术

中心
2019C03 专业技术岗 网络技术 1

财务处 2019C04 专业技术岗 会计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

硕均为二本以上院校，

男性优先

小计 5

合计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