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岗位 岗位代码 姓名 性别 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职称

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1 俞航 女 博士 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2 邱慧婷 女 博士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3 专业技术（教师） 刘敬 女 博士 南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4 专业技术（教师） 梁冬丽 女 博士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5 专业技术（教师） 王卓玉 女 博士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4 张艳霜 女 博士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新闻传播学

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5 原百玲 女 博士 清华大学 哲学

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6 薛霜雨 女 博士 中山大学 外国哲学

9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7 刘巨文 男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10 专业技术（教师） gkzp08 李盼君 男 博士 东南大学 艺术学理论

11 专业技术（教师） 张娟 女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史

12 专业技术（教师） 吕富渊 男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史

13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0 刘玉 女 博士 南开大学 中国史

1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1 李席 男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学

15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2 肖超 男 博士 复旦大学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1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3 李秀白 男 博士 韩国庆熙大学 烹饪餐饮管理

1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4 兰源红 女 博士 中国地质大学 第四纪地质学

1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5 覃建恩 男 博士 日本长崎国际大学 区域管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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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6 付延慧 女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媒介管理）

20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7 彭俊桦 男 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2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7 彭红艳 女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2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8 常青 男 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哲学

23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9 贺寿南 男 博士 南京大学 逻辑学

2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23 王孟筠 女 博士 东海大学 政治学

25 专业技术（教师） gkzp26 李志锴 男 博士 重庆大学 法学

2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27 陈丽平 女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

2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29 陶斌智 男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0 罗晓俊 女 博士 南京大学 行政管理

29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2 张晋山 男 博士 厦门大学 政治学理论

30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3 杨祝顺 男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知识产权法学

3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5 伍先福 男 博士 广西大学 产业经济学

3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6 戴其文 男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学

33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7 杜俊义 男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企业管理

3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8 高安荣 男 博士 日本名古屋大学 社会环境学

35 专业技术（教师） gkzp39 罗艳 女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3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0 罗明 男 博士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2 李广海 男 博士 东北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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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3 凡文吉 男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39 专业技术（教师） 徐乐乐 男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原理

40 专业技术（教师） 覃泽宇 男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原理

41 专业技术（教师） 刘天 女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原理

4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5 邹海瑞 男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

43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6 谭天美 女 博士 西南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4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7 周英 女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45 专业技术（教师） gkzp48 常保瑞 女 博士 武汉大学 哲学心理学

4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0 郑荣华 女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1 朴锦海 女 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4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2 肖江乐 男 博士 日本立教大学 日本文学

49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3 兰兰 女 博士 日本九州大学 日本社会文化

50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4 丁礼明 男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5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5 张高元 女 博士 南京大学 文艺学

5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6 吴浩琼 女 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 音乐学

53 专业技术（教师） 齐恩凤 女 博士 山东大学 应用数学

54 专业技术（教师） 彭华勤 男 博士 广州大学 应用数学

55 专业技术（教师） 朱庆 女 博士 广州大学 应用数学

56 专业技术（教师） 欧乾忠 男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应用数学

gkzp44

gkz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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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8 孟令常 男 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 力学

5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59 吕剑波 男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59 专业技术（教师） gkzp60 高翔宇 男 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60 专业技术（教师） gkzp61 何晓阳 男 博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信息安全

6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62 钟华 男 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 数学

62 专业技术（教师） 王丽光 女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63 专业技术（教师） 朱长明 男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6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65 龙丽珍 女 博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热能工程

65 专业技术（教师） 唐慧敏 女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6 专业技术（教师） 高忠贵 男 博士 中山大学 凝聚态物理

67 专业技术（教师） 吕凤珍 女 博士 兰州大学 凝聚态物理

6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67 王咏梅 女 博士 南京大学 光学工程

69 专业技术（教师） 田雪冬 女 博士 吉林大学 光学

70 专业技术（教师） 王海啸 男 博士 兰州大学 光学

7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69 白楠 男 博士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7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70 王静 女 博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天体物理

73 专业技术（教师） 石伟 男 博士 中国药科大学 生药学

74 专业技术（教师） 廖海兵 男 博士 复旦大学 生药学

75 专业技术（教师） gkzp73 陈华 男 博士 湖南大学 化学

gkzp64

gkzp66

gkz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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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73 杨秀林 男 博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

77 专业技术（教师） 胡焕成 女 博士 南开大学 无机化学

78 专业技术（教师） 高存继 男 博士 兰州大学 无机化学

79 专业技术（教师） 黄金 男 博士 中山大学 无机化学

80 专业技术（教师） 蔡业政 男 博士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81 专业技术（教师） 蒋卷涛 男 博士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8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76 林天然 男 博士 福州大学 分析化学

83 专业技术（教师） gkzp77 侯丽 女 博士 福州大学 药物分析学

84 专业技术（教师） 马兆玲 女 博士 湖南大学 物理化学

85 专业技术（教师） 侯成 男 博士 中山大学 物理化学

8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79 唐海涛 男 博士 厦门大学 有机化学

87 专业技术（教学辅助） gkzp81 刘广 男 硕士 烟台大学 药物化学 高级实验师

88 专业技术（教师） 陈志林 男 博士 河北大学 动物学

89 专业技术（教师） 边迅 男 博士 河北大学 动物学

90 专业技术（教师） gkzp83 黄锦龙 男 博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 海洋科学

91 专业技术（教师） gkzp84 王海苗 女 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92 专业技术（教师） gkzp87 李扬定 男 博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93 专业技术（教师） gkzp88 易通 男 博士 中国传媒大学 信息计算技术

9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89 周飞燕 女 博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gkzp78

gkzp82

gkz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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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专业技术（教师） gkzp92 石贞奎 男 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 哲学（计算机科学）

96 专业技术（教师） gkzp93 韩延柏 男 博士 日本广岛大学 健康体育教育学

9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94 汪宏莉 女 博士 日本广岛大学 保健学

98 专业技术（教学辅助） gkzp95 莫伟彬 男 硕士 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高级实验师

99 专业技术（教师） gkzp96 何富运 男 博士 东南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100 专业技术（教师） 彭慧玲 女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101 专业技术（教师） 李全福 男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102 专业技术（教师） 苏珉 男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03 专业技术（教师） 刘林生 男 博士 兰州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04 专业技术（教师） gkzp99 祝常健 男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5 专业技术（教学辅助） gkzp100 徐庆富 男 硕士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工程 高级工程师

106 专业技术（教学辅助） gkzp101 莫家玲 女 硕士 广西师范大学 电路与系统 高级实验师

107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02 邱涛涛 男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安全与营养

108 专业技术（教师） gkzp103 赵广河 男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gkzp97

gkz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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