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西华大学工作人员招聘考核成绩及拟定见习 （替补）名单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应聘部门 应聘岗位 硕士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专

业
最终学历毕
业时间

笔试成绩
（60%）

面试成绩
（40%）

总成绩 备注

刘婕 女 1992.01 机关党委 党务岗位工作人员 英国约克大学 社会工作 2017.01 84.000 81.333 82.933 进入见习

王东慧 女 1994.09 机关党委 党务岗位工作人员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 2020.01 82.000 82.667 82.267 进入见习

石敏力 女 1990.12 机关党委 党务岗位工作人员 香港中文大学 跨文化研究 2015.09 76.000 87.333 80.533 见习替补

刘笑菡 女 1995.12 机关党委 党务岗位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汉语国际教

育
2020.01 81.000 77.333 79.533 

李薇菡 女 1995.03 党政办公室 法律法规科工作人员 西南交通大学
法律（法
学）

2020.06 84.000 83.000 83.600 进入见习

廖星 女 1993.12 党政办公室 法律法规科工作人员 重庆大学
法律（非法

学）
2020.06 79.000 84.667 81.267 进入见习

郭婷 女 1994.09 党政办公室 法律法规科工作人员 苏州大学
法律（法

学）
2020.07 73.000 81.000 76.200 见习替补

余颖 女 1993.11 党政办公室 法律法规科工作人员 西南财经大学 刑法学 2020.01 77.000 72.333 75.133 

苟莉佳 女 1993.07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西南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
2018.06 83.000 82.667 82.867 进入见习

马寿福 男 1990.09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重庆大学 机械工程 2019.06 78.000 86.000 81.200 进入见习

刘姣 女 1990.05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化工安全工
程与技术

2015.06 74.000 91.667 81.067 进入见习

杨丽 女 1994.11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低碳经济与

管理
2020.07 78.000 77.667 77.867 进入见习

彭兴基 女 1989.04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生物学 2016.06 76.000 77.000 76.400 见习替补

牟鹏宇 男 1994.10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会计 2020.07 74.000 67.667 71.467 

唐雪梅 女 1990.12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工作人员 四川农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

理
2016.06 75.000 63.667 70.467 

石欢 女 1993.09 应急学院 共建办公室工作人员 四川农业大学
建筑与土木

工程
2020.06 79.000 82.000 80.200 进入见习

魏玲 女 1995.01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西南政法大学 审计 2020.06 68.000 83.000 74.000 进入见习

邓鸿珺 女 1991.11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2018.06 53.000 88.000 67.000 进入见习

刘思言 女 1993.04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 2020.06 55.000 84.333 66.733 进入见习

余淼凌 女 1996.08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重庆大学 会计 2020.06 52.000 84.000 64.800 进入见习



李馨馥 女 1996.10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 2020.06 55.000 77.333 63.933 见习替补

钟清琪 女 1992.07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南昌大学 会计 2018.06 55.000 75.333 63.133 

钟睿思 女 1995.09 计划财务处 会计、出纳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会计学 2020.06 56.000 缺考 33.600 

马琳 女 1992.10 汽车与交通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太原理工大学 工业工程 2020.06 84.000 80.333 82.533 进入见习

刘颖 女 1995.02 汽车与交通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西南交通大学 风景园林学 2019.06 75.000 83.667 78.467 进入见习

肖遥 男 1992.09 汽车与交通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西南交通大学
仪器仪表工

程
2018.06 75.000 83.333 78.333 见习替补

刘珈男 女 1995.04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法国南锡高等商

学院

国际商务发

展
2018.10 80.000 85.333 82.133 进入见习

王美琳 女 1994.02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蒙纳士大学 教育学 2019.12 81.000 82.667 81.667 进入见习

秦钰媛 女 1993.03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电子科技大学 英语翻译 2017.06 76.000 87.000 80.400 见习替补

方婧 女 1995.12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传播学 2020.06 81.000 79.000 80.200 

何秋红 女 1990.09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西南大学 新闻学 2016.07 76.000 81.333 78.133 

邓沁语 女 1992.05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
汉语国际教

育
2018.07 76.000 76.667 76.267 

何晓东 男 1993.11 应急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西北大学 图书馆学 2019.06 79.000 87.667 82.467 进入见习

万孟兰 女 1991.08 应急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英国考文垂大学
工商管理
（全球商

务）

2016.05 76.000 88.667 81.067 进入见习

康莹钰 女 1995.02 应急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四川大学（保

研）
社会学 2020.06 76.000 84.333 79.333 见习替补

王永春 女 1991.02 应急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 2016.06 80.000 75.000 78.000 

吴廷美 女 1994.08 应急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兰州大学
农业经济管

理
2020.06 78.000 73.000 76.000 

罗岚 女 1992.07 应急学院 教学科研办工作人员 云南大学 民俗学 2020.06 76.000 72.667 74.667 

何思依 女 1991.06 图书馆 社科样本室、特藏室工作人员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古典文

献学
2017.06 84.000 78.000 81.600 进入见习

曾茂辉 女 1997.01 图书馆 社科样本室、特藏室工作人员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古典文

献学
2020.07 78.000 77.667 77.867 进入见习

胡汉婷 女 1995.12 图书馆 社科样本室、特藏室工作人员 云南大学 情报学 2020.06 75.000 69.000 72.600 见习替补

王雨琦 女 1996.05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实验室多媒体设备管理工作人员
英国格拉斯哥大

学
教育研究 2019.12 78.000 86.667 81.467 进入见习

杨梅 女 1994.07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实验室多媒体设备管理工作人员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2020.06 80.000 83.333 81.333 进入见习

王琳 女 1995.09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实验室多媒体设备管理工作人员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2020.06 74.000 82.333 77.333 见习替补

王杰 男 1993.05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实验室多媒体设备管理工作人员 西南大学 软件工程 2018.06 65.000 76.333 69.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