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度紧缺专业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原人事部令第

6 号）、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若干意见》（鄂人社发〔2016〕23

号）精神和襄阳市编办下达的 2022 年预用编制数，襄阳职

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紧缺高层次专业人才 6 名。现

将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数量及条件

（一）招聘数量

招聘高校专业教师 6 名，招聘岗位条件详情见《襄阳职

业技术学院 2022 年紧缺专业高层次人才招聘专业一览表》

（附件 1）。

（二）基本条件

1.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3.有良好的品行，愿意履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义务，

遵守事业单位工作纪律；

4.有符合高校教师行业规定并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年龄



条件和基本身体素质条件；

5.取得国家承认的岗位条件要求的学历学位条件；

6.具有应聘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理应聘：

1.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正在处分（罚）期

间的；

2.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司法调查或者审计的；

3.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曾被开除公职；

4.现役军人、非应届毕业的在校学生；

5.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可不受理应聘的人员。

（四）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如：“35 周岁以下”即指“198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

二、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应聘人员可先

通过发邮件的形式将报名表电子文档和报名所需各类证件

的扫描件，发至邮箱 576991041@qq.com,也可直接到襄阳职

业技术学院人事处报名(襄城区隆中路 18 号厚德楼 506 室)，

1 月 20 日至 2 月 16 日寒假期间可电话咨询。

2.相关招聘院校校园招聘可现场报名。

（二）报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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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聘人员报名时需提供以下材料：本人第二代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2020 届、2021 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下载的《教

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及《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2022 届毕业生需提供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附

近期一寸免冠彩色证件照片 1 张）、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及《高校毕业生就业

协议书》。

2.应聘人员如实填写《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紧缺专业人才

招聘报名表》，报名表可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网站下

载专区下载。通过资格审查后列入面试对象，等待面试通知。

3.应聘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报名。

三、考试办法

采用面试考核的形式。

（一）面试内容和形式

面试采取讲课、说课和专业答辩的形式。

（二）成绩计算

面试成绩实行百分制，面试成绩合格线为 75 分。

（三）面试时间、地点

根据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四、考察、体检、拟聘人员确定、聘用管理

（一）考察、体检。



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与应聘人

员数 1:1 的比例确定考察和体检对象。考察由学院负责组织，

主要考察应聘人员政治思想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

作实绩等情况，审核人事档案，对考察对象的资格条件进行

复查。体检由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统一组织在县级以上综合性

医院进行，体检结果达不到《湖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

体检标准》者，或考察、档案审核中发现在校期间有劣迹、

所学专业不对口、超龄者，取消面试签约资格。出现考察、

体检不合格或者应聘人员自愿放弃情形的，依据面试考试总

成绩在合格分数线内从高分到低分进行递补。

（二）办理备案手续。学院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拟聘用人员花名册》及面试过程中形成的评分原始材料报

襄阳市人社局审核备案。

（三）拟聘用人员确定及公示。办理备案手续后，由学院

人事处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襄阳市人社局网站向社会

公示招聘结果（包括姓名、学校、专业），公示期 7 个工作

日。拟聘用人员在公示期间被发现并查证核实有违反考试考

察纪律和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取消聘用资格。出现取消聘用

资格或者考生自愿放弃情形的，不再递补。

（四）办理聘用手续。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学院按照国家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签订《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办理事业编制。

五、联系电话

咨询、监督电话：07103568302 （人事处）

13972247440 李老师

附件：1.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紧缺专业高层次人

才招聘专业一览表

2.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紧缺专业人才招聘报名表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1 月 14 日



附件 1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教师招面试签约专业一览表

岗（职）

位

人

数
招聘对象 专业名称 招 聘 条 件

考试

形式

备

注

高校

教师
2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及2020年、2021
年已毕业未就业
毕业生

基础医学类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本科阶段为全日
制毕业；年龄35岁及以下；本硕专业方
向一致。

面试

高校

教师
1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及2020年、2021
年已毕业未就业
毕业生

临床检验诊断学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本科阶段为全日
制毕业；年龄35岁及以下；本硕专业方
向一致。

面试

高校

教师
1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及2020年、2021
年已毕业未就业
毕业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类、
生物医学工程（超声影像方向）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本科阶段为全日
制毕业；年龄35岁及以下；本硕专业方
向一致。

面试

高校

教师
1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及2020年、2021
年已毕业未就业
毕业生

临床医学类
(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
儿科学、神经病学、皮肤病与性
病学、耳鼻咽喉科学、急诊医学、

重症医学、肿瘤学均可）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本科阶段为全日
制毕业；年龄35岁及以下；本硕专业方
向一致。

面试

高校

教师
1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及2020年、2021
年已毕业未就业
毕业生

特殊教育学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本科阶段为全日
制毕业；年龄35岁及以下；本硕专业方
向一致。

面试





附件 2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紧缺专业人才招聘报名表

报考岗位： 报考专业：

姓 名 身份
证号

户 口
所在地 民族 性别 政治面貌

最 高
学 历 毕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本科毕业时间
及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邮 编 E-mail

个人简历（从

高中开始填

写）

家庭主要

成员

父亲：

母亲：

配偶

本人声明：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报考人（签名）： 年 月 日

报考

单位

意见
审核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审核

意见
审核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注：以上表格内容请用黑色中性笔如实填写，字迹工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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