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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行字〔2021〕14号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职员岗位拟聘用结果公示公告 

根据北建大人发〔2020〕21号文件，经初步审议，提出以下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职

员岗位拟聘用人选（名单见附件），现进行公示。 

一、公示期限 

2021年 6月 21日至 6月 28日。 

二、公示范围 

全体教职工。 

三、对反映意见的要求 

1.以部门名义对公示对象存在问题进行反映的要加盖公章。 

2.以个人名义对公示对象存在问题进行反映的应署真实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3.反映问题中，涉及时间、地点、经过、证人等要事实清楚或基本清楚。 

4.对无实质内容的匿名信和来电、来访一般不作调查。对虽未署名但反映问题线索清楚，

有据可查的，要进行核实。 

5.反映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一经查实，将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处理。 

6.接待单位和个人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严格保密。 

附件 1: 建筑学院（教师系列）中初级分级聘用申报名单 

附件 2: 建筑学院（非教师系列）中初级分级聘用申报名单 

附件 3: 建筑学院（非教师系列）中初级分级聘用申报名单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1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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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筑学院 2021 年专业技术岗位（教师系列）中初级分级聘用申报名册 

序号 姓名 申报岗位 聘任岗位 

1 杨琳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2 铁雷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3 魏菲宇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4 陈闻喆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5 王光新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6 阚玉德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7 吉少雯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8 朱宁克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9 王兵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10 梁  佳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1 周仪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2 尹泽凯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3 孙恩杨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4 仝朝晖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5 李珊珊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6 商谦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7 李路阳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8 郝石盟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19 贺鼎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0 王如欣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1 张羽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2 刘玮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3 刘烨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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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梦一欣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5 陈玉龙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6 陈志端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7 傅微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8 韩风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29 齐莹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0 孔德荣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1 刘平浩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2 杨震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3 张学玲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4 孟璠磊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5 顾月明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6 苏毅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7 王  婷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8 张琳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39 张颖异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0 刘品妍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1 成慧祯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2 陆冰清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3 孙萌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4 徐跃家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5 李振宁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6 尚华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7 石炀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8 任中琦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9 杨振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50 杨银银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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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王思远 专业技术十一级 专业技术十一级 

52 吴昕泽 专业技术十一级 专业技术十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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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筑学院 2021 年专业技术岗位（非教师系列）中初级分级聘用申报名册 

序号 姓名 申报岗位 聘任岗位 

1 刘红蕾 专业技术八级 专业技术八级 

2 刘志刚 专业技术九级 专业技术九级 

3 何静涵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4 黄庭晚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5 胡锐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6 陈霞妹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7 陈格非 专业技术十级 专业技术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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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筑学院 2021 年管理岗位七级及以下分级聘用申报名册 

序号 姓名 申报岗位 聘任岗位 

1 何立新 管理五级岗 管理五级岗 

2 杨举 管理七级岗 管理七级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