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漓江学院 2020 年专职教师岗位招聘计划信息表

岗位编号 岗位名称
招聘

人数
学历学位或职称要求 学科专业要求 能力或经验要求 可胜任课程（任选 1-3 门） 用人单位及联系方式 备注

LYJ2020001
汉语言文学（古代

文学）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有中级

以上职称优先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

典文献学

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艺（如戏

曲、书法等）优先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代文

学作品选、古典诗词研究

用人单位：语言文学学院

联系地址：至善楼一区 103 室

联 系 人：林老师 陈老师

张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6310

E-mail：

loveyuyan2019@sina.com

已完成

LYJ2020002
汉语言文学（语文

教学论）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有中级

以上职称优先

中国现当代文学、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或语文

教育专硕

有中学语文教学经历优先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

学语文教育实习、中学语文

微格教学

LYJ2020003
商务英语（商务综

合英语）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或商务

英语专业优秀本科毕

业生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

言及应用语言学、英语

课程与教学论、或英语

教育专硕

能用英语讲授经济学原理、

营销学原理者优先，有外企

或外贸企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商务综合英语、实用电子商

务
已完成

LYJ2020004-5
大学英语及英语

专业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有中级

以上职称优先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

言及应用语言学、英语

课程与教学论、或英语

教育专硕

能承担大学英语的教学工

作；能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

美国家概况、英语语言学英

美文学、英语辩论、英语演

讲

已完成

招聘小计 5 人

LYJ2020006
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或播音

与主持艺术专业优秀

本科毕业生

戏剧与影视学（播音主

持方向），或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

有电台、电视台主持人经历

者优先

广播播音主持业务、电视播

音主持业务、文艺作品演播、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

用人单位：传媒学院

联系地址：嘉善楼一楼 121 室

联 系 人：赵老师 胡老师

已完成



联系电话：0773-3600078

E-mail：86780804@qq.comLYJ2020007
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或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优秀本

科毕业生

戏剧与影视学（编导方

向），或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

有电台、电视台编导经历者

优先

广播电视文稿写作、电视节

目制作
已完成

LYJ2020008-9
数字出版专业

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或关联

密切专业优秀本科毕

业生

传播学（出版方向）、

出版专硕、新闻与传播

专硕（出版方向）、或

数字出版、数字媒体技

术专业

有出版社或新媒体从业、从

教经历者优先

视觉传播、网页设计与制作、

数字多媒体作品赏析、网络

与新媒体广告

已完成

招聘小计 4 人

LYJ2020010 经济学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数量经济学

有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相关

专业背景，能够胜任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教

学，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产业

经济学

用人单位：经济与管理学院

联系地址：至善楼三区 3403

室

联 系 人：刘老师 彭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6319

E-mail：747527444@qq.com

LYJ2020011 金融学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金融学、或金融专硕

有证券行业从业经历或者高

校任教经历，持有证券从业

资格

投资学原理、金融风险管理、

项目评估与管理、金融市场

学

LYJ2020012
工商管理专业教

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企业管理、工商管理专

硕（企业管理方向）

有统计学、信息管理、企业

管理相关专业背景，能够胜

任管理信息系统、ERP 沙盘、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教学，有

教学经验者优先

ERP 理论与实践、ERP 模拟沙

盘、管理信息系统、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销售管理

已完成

LYJ2020013 审计学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会计学（审计方向）、

或审计硕士

具有审计实务工作经验，掌

握一种以上数据处理软件。

持有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或中级审计师证书者或担

计算机审计、注册会计师审

计、工程审计
已完成



任过审计项目经理者优先

招聘小计 4 人

LYJ2020014-15
电子商务专业教

师
2

硕士以上学位，或电子

商务专业优秀本科毕

业生

企业管理（电子商务方

向）、工商管理专硕（电

子商务方向）、或电子

商务专业

有跨境电商从教、从业经历

者，可适当放宽学历学位及

学科专业要求

现代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消费者心理学、

管理沟通、电商专业英语、

社交化电子商务、客户关系

管理、流量解析、电子商务

案例分析

用人单位：商贸与法律学院/

名淘电商学院

联系地址：至善楼三区 3204

室

联 系 人：黄老师 陈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8589

E-mail ： ljxysmflxy@sina.

com
LYJ2020016-17

会展经济与管理

专业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或会展

经济与管理专业优秀

本科毕业生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

管理方向），旅游管理

专硕（会展经济与管理

方向），或会展经济与

管理专业

有 1 年以上会展经济与管理

从业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学

历学位及学科专业要求

会展营销、会展策划与管

理 、会展场馆经营与管理、

会展安全与危机管理、文化

产业经营与策划等

已完成

招聘小计 4 人

LYJ2020018
教育教学信息化

相关课程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教育技术学、教育专硕

（教育技术方向）

良好的信息化制作能力和微

课制作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

师信息化教学方法与应用、

微课设计与制作、课程与教

学论

用人单位：教育与音乐学院

联系地址：嘉善楼六区 6245

室

联 系 人：黄老师 江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6236

E-mail：2690868144@qq.com

已完成

LYJ2020019
公共教育学（心理

学）课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

用心理学、或应用心理

专硕

具备一定的心理测量数据统

计能力，熟练使用 SPSS

教育心理学、小学心理健康

与辅导、儿童行为观察与分

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LYJ2020020
音乐学（民乐演

奏）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音乐与舞蹈学（民乐演

奏、民乐编排方向）、

音乐课程与教学论（民

乐方向）、音乐教育专

硕（民乐方向）、或艺

术专硕（民乐方向）

有高校教学经验者优先
民乐合奏、民乐室内乐排练、

器乐演奏
已完成

LYJ2020021
舞蹈学（古典舞）

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音乐与舞蹈学、舞蹈教

育专硕、及艺术专硕等

的古典舞方向

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古典舞基本功、古典舞身韵 已完成

LYJ2020022
舞蹈学（舞蹈编

排）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音乐与舞蹈学、舞蹈教

育专硕、及艺术专硕等

的舞蹈编导方向

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编舞技法、中国民族民间舞 已完成

LYJ2020023
舞蹈学（少儿舞）

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音乐与舞蹈学、舞蹈教

育专硕、及艺术专硕等

的少儿舞蹈方向

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少儿舞蹈、律动与儿童舞创

编
已完成

招聘小计 6 人

LYJ2020024-25
运动康复专业教

师
2

硕士以上学位，或运动

康复专业优秀本科毕

业生

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专

硕（运动康复方向）、

临床医学（运动医学方

向）、特种医学（运动

医学方向）、临床医学

专硕（运动医学）、或

运动康复专业

具有人体科学理论基础，掌

握运动康复技术及保健技

能；有 1 年以上运动康复从

业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学历

学位及学科专业要求

康复评定学、运动康复治疗

技术、临床医学基础、药理

学

用人单位：体育与健康学院

联系地址：彰善楼四区 4215

室

联 系 人：王老师 涂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6282

E-mail：2790652781@qq.com

已完成

LYJ2020026
体育教育（体育理

论）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有中级

职称优先

体育学、体育专硕、体

育课程与教学论、或体
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体育社会学、体育概论 已完成



育教育专硕

LYJ2020027
公共体育课（瑜

伽）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有中级

以上职称优先

体育学、体育专硕、体

育课程与教学论、或体

育教育专硕

具有瑜伽高级以上资格证书

或具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瑜伽、健美操 已完成

招聘小计 4 人

LYJ2020028

高等数学（小学教

育及其他专业）课

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或

数学教育专硕

有高校或小学从教经历者优

先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线性代数

用人单位：理工学院

联系地址：至善楼二区 2112

室

联 系 人：何老师 刘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6216

13481373360

E-mail：48323545@qq.com

LYJ2020029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业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或运筹学与控制论

数学建模赛获奖者、有高校

或中学从教经历者优先

高等代数、数值分析、运筹

学、复变函数等

LYJ2020030-31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

软件工程、或计算机应

用技术

具有大数据相关项目工作经

验者优先

hadoop 编程技术、spark 编

程技术、分布式计算、大数

据应用开发、Python 程序设

计、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深度学习

LYJ2020032-33

软件工程（软件开

发与设计、软件工

程理论）专业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

软件工程、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

术、或计算机系统结构

具有软件工程开发实践经验

优先

软件需求工程、软件过程与

管理、人机交互的方法及技

术、编译原理、软件工程导

论、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

完成 1，

剩余 1

LYJ2020034-35
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

电路与系统、微电子与

固体电子、信号与信息

处理、检测技术与自动

化仪表、仪器仪表、或

通信与信息系统

1.有行业从业经验优先；2.

有相关课程从教经历优先；

3.电子类竞赛区级一等奖以

上获奖或者指导经历者优先

电子线路设计、数字信号处

理、SOPC 技术与设计、电子

设计相关实训、电子设计竞

赛辅导

完成 1，

剩余 1



招聘小计 8 人

LYJ2020036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课

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优先考虑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

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共党史

中共党员、能胜任教学工作

且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其他四门思政课程

用人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至善学院

联系地址：至善楼一区 205 室

联 系 人：舒老师 张老师

联系电话：0773-3691196

13457688248

E-mail：345025280@qq.com

已完成

LYJ2020037
思想道德修养和

法律基础课教师
1

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优先考虑

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

理论

中共党员、能胜任教学工作

且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其他四门思政课程 已完成

LYJ2020038-39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课教师
2

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优先考虑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

思主义哲学

中共党员、能胜任教学工作

且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其他四门思政课程 已完成

招聘小计 4 人

招聘总数 39 人（博士或具有高级职称者申请不受表内岗位及人数限制）



附件 2

漓江学院 2020 年非专职教师岗位招聘计划信息表

职位编号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学历学位或职称要求 学科专业要求 素质、经验或能力要求 用人单位及联系方式 备注

LYF2020001 辅导员 1
硕士以上学位或优秀

本科毕业生

不限，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优先

中共党员；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或有

学生工作经历者优先
学生事务部

联 系 人：陈老师 林老师

联系地址：知善楼 8101 室

联系电话：0773-3696200

E-mail：ljxyfdy2019@126.com

已完成

LYF2020002 秘书 1
硕士以上学位或优秀

本科毕业生

不限，文科类（中文、

法律）专业优先

1.中共党员，原则性强；2.文字能力强，

能撰写各类文稿；3.具有较强的组织、管

理和协调能力，熟悉办公软件

党政事务部

联 系 人：刘老师

联系地址：知善楼 8219 室

联系电话：0773-3696128

E-mail：ljxyzhaopin@163.com

已完成

LYF2020003 秘书 1
硕士以上学位或优秀

本科毕业生

不限，汉语言文学、

行政管理专业优先

中共党员；能熟练操作电脑及办公软件，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

力；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学生事务部 已完成

LYF2020004 教务干事 1
硕士以上学位或优秀

本科毕业生
教育学类

1.具备教师资格证；

2.大学英语四级成绩 425 分以上；

3.计算机一级以上；

4.中共党员优先；

5.具有其它职业资格证书优先；

教学科研处 已完成

LYF2020005 财务信息管理岗 1
硕士以上学位或优秀

本科毕业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信与信息系统、软

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熟悉数据库维护和服务器操作系统的管理

维护，熟悉 H5 的开发应用及微信小程序开

发和 ORACLE、SQLServer 等数据库运用，

具备一定的硬件维护管理能力，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财务资产处

LYF2020006-07 医生 2 大专以上学历 全科或内科 具有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

后勤保卫处

已完成 1，剩余 1

LYF2020008 护士 1 中专以上学历 护理学 具有护士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已完成



LYF2020009 基建干事 1 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 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1.35岁以下；

2.熟悉各种电脑办公软件和工程领域相关

软件（如 AUTOCAD）；

3.具备土木工程技术以及与工程管理相关

的管理、经济和法律等知识

已完成

LYF2020010-11 实验教学管理员 2 本科学历以上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有锐捷或华为认

证工程师证书者优先考虑；动手能力强，

能胜任设备管理维护工作的要求

实验教学与

网络信息中

心

已完成

LYF2020012
档案、图书管理

信息技术员
1

硕士以上学位或优秀

本科毕业生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

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具备良好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
图书馆/档

案馆

招聘人数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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