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商业大学 2018 年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或 

原工作单位 

职称 

情况 
拟聘岗位 总成绩 备注 

1 马天阔 男 1991.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公共管理 天津商业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83.0   

2 闫寒 男 1991.10 
中共 

预备党员 
硕士 研究生 交通运输工程 河北工业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89.2   

3 张伟鹏 男 1991.07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体育教育训练学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二级 

教师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71.0   

4 刘鑫洋 男 1989.07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87.0   

5 陈濛 男 1988.08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社会体育指导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87.6   

6 杨佳明 男 1992.11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英语语言文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79.2   

7 赵萌 男 1989.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机械工程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助理工

程师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88.2   

8 王昱祺 男 1990.10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情报学 
天津市中环电子信息集

团置业服务有限公司 

助理 

经济师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82.4   

9 王保义 男 1993.02 
中共 

预备党员 
硕士 研究生 体育人文社会学 天津师范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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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崔博 男 1989.04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动力工程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69.98   

11 张德才 男 1989.02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车辆工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汽车工程研究院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1） 
69.30   

12 赵丹 女 1987.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物流工程 
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7.03   

13 耿星星 女 1992.06 
中共 

预备党员 
硕士 研究生 英语语言文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6.53   

14 武千茹 女 1993.03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翻译硕士 天津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6.18   

15 弭力元 女 1990.09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工商管理 河北工业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6.08   

16 王运佳 女 1990.02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外交学 
《职业教育研究》 

编辑部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5.80   

17 郑益平 女 1992.01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天津商业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5.60   

18 任晓丹 女 1988.01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消防

支队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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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雨薇 女 1993.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5.10   

20 周佳宁 女 1990.10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民俗学 辽宁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4.83   

21 刘佳林 女 1993.11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国际商务 
宏海箱运船务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4.20   

22 狄佩佩 女 1991.03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企业管理 天津商业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辅导员） 

（岗位编号：18110402） 
74.03   

23 李积鹏 男 1992.10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应用心理学 曲阜师范大学 无 
学工部专技岗（心理健康师） 

（岗位编号：18110403） 
77.25   

24 苗敬臣 男 1991.07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行政管理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72.35   

25 申凯 男 1989.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石化河北邯郸石油

分公司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69.65   

26 李永钊 男 1991.08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化学工程 河北工业大学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67.90   

27 张朋 男 1990.09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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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许冬冬 男 1989.11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工业工程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天津）有限公司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65.65   

29 李波 男 1990.06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数量经济学 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65.55   

30 谢峰 男 1987.06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控制科学与工程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

科技有限公司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4） 
65.08   

31 王雅茹 女 1990.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高等教育学 天津职业大学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5） 
77.93   

32 申巳晅 女 1989.11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数量经济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5） 
76.83   

33 王娜 女 1987.07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行政法学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行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5） 
76.63   

34 郭艳丽 女 1989.12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5） 
75.88   

35 赵璐 女 1991.04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新闻与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5） 
75.30   

36 于雪娇 女 1989.05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民商法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无 

组织部管理岗（组织员） 

（岗位编号：18110405） 
7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