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我校公开招聘教师、辅导员和实验岗位报名的通知 

 

一、报名网址 

本次招聘报名使用天津体育学院公开招聘报名系统，应聘人员请在报名时间

内点击人事处主页中的公开招聘图标进行注册报名。 

二、报名时间 

2015 年 4 月 8 日（周三）09:00 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周三）16:00 

三、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必须填写用户名、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等内容进行注册，注册成功

后方可登录系统填报应聘岗位。（应聘人员需牢记注册信息及登录密码） 

应聘人员登录后应按照系统填报要求如实填写所需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

材料包括：一寸照片、身份证（正反面）、各阶段教育经历毕业证及学位证、英

语和计算机证书、个人简历、岗位要求的其他材料（如运动员等级证、职称证

书、重大比赛证明）；2015 年应届生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学生证。 

应聘人员所提交报考信息应当真实、准确，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

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对于伪造、擅自涂改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

格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后果由应聘人员承担。 

在报名时段内，应聘人员可登录系统查询招聘岗位，每位应聘人员只能选择

一个岗位进行申报。应聘人员报名成功后审查结果将于 48 小时内通过系统反馈。

应聘人员可通过公开招聘系统“应聘进程查询”模块查询审查结果、相关须知等信

息。 

四、笔试范围及时间： 

教师、辅导员和实验岗位笔试不指定参考书和范围。 

笔试拟定于 5 月下旬进行，请应聘人员安排好个人事项，具体笔试时间将通

过招聘系统及人事处主页予以公布。 

对于因未达到开考报名人数的岗位，所涉及的改报人员我校将另行通知。 

五、报名咨询 

联系电话：022-23012022   联系人：张老师  刘老师  

天津体育学院人事处 



2015 年 3 月 31 日 
  



 

 

关于 2015 年教师、辅导员和实验岗位公开招聘笔试的通知 

 
根据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试行）》（津人社局发[2011]10 号）和《天津体育学院 2015 年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教师的方案》等文件精神，我校 2015 年公开招聘笔试
将于 2015 年 5月 30 日（周六）进行。笔试资格初审结果已通过“公
开招聘报名系统”通知到应聘人员，请相关应聘人员务必按照通知要
求进行笔试，现将笔试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考范围 
经个人申报，学校资格审查，现对以下专业进行笔试： 
（1）教师科研岗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一系 体能教学科研岗 传媒系 英语教学科研岗 

二系 足球教学科研岗 艺术系 音乐教学科研岗 

三系 乒乓球教学科研岗 健康系 康复教学科研岗 

社体系 高尔夫教学科研岗 竞技体育学院 文化课教学岗 

武术学院 民体教学科研岗   

 
（2）实验岗位和辅导员岗位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传媒系 传媒实验岗 团委 辅导员 

生理实验室 生理实验岗 学工部 辅导员 1 

社科中心 实验岗 学工部 辅导员 2 

健康系 康复实验岗   

二、笔试内容及时间 
2015年笔试由学校统一组织，考试不指定范围，《职业能力测验》



考试时间统一为 5月 30 日（周六）上午 9：00-11：00。 
技术课教师和实验教师的专项技能（实际操作技能）考试安排如

下： 
招聘部门 招聘岗位 时间安排 专项技能（实际操作技能） 备注 

一系 
体能教学
科研岗 

14：00-15：00 
利用杠铃进行高翻技能测定；上肢力量
测试（引体向上）；八级腹桥核心稳定
性测定 

5 月 30 日
下午 

武术学院 
民体教学
科研岗 

15：00-16：00 

武术套路： 
1 基本技术：正踢腿、腾空飞脚 
2 专项技术：拳术或器械任选一项 

武术散打： 
1 基本技术：拳、腿、跌组合 
2 专项技术：技、战术综合运用 

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两者任选一 

5 月 30 日
下午 

二系 
足球教学
科研岗 

16：00-17:00 
脚颠球、25 米传球踢准、20 米运球过
杆射门 

5 月 30 日
下午 

社体系 
高尔夫教
学科研岗 

17：00-18：00 
高尔夫技术： 

切杆技术、铁杆技术、木杆技术 
5 月 30 日

下午 

传媒系 
传媒实验
岗 

8：00-10：00 

编辑制作视频短片 
应聘人员可自备或使用学校提供的视
频编辑软件（Premiere 等）、特效制作
软件（AE 等）及平面处理软件
（Photoshop 等） 

5 月 31 日
上午 

生理实验
室 

生理实验
岗 

10：00-12：00 生物化学及细胞学基本操作 
5 月 31 日

上午 

健康系 
康复实验
岗 

14：00-15：30 
1 实验室急救技术 
2 肌力、关节活动范围、心肺功能测

试与评定 

5 月 31 日
下午 

社科中心 实验岗 15：30-16：30 
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使用测试，主要为
SPSS 和 STATE 社会统计分析软件 

5 月 31 日
下午 

三系 
乒乓球教
学科研岗 

16：30-17：30 乒乓球实战 
5 月 31 日

下午 

     

参加专项技能（实际操作技能）的考生必须提前 30 分钟到指定
考试地点集合。 

 
三、有关说明 



1、所有考生请于 5 月 25 日（8：30）——5 月 28 日（16：00）
在学校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截图打印的准考证为无效。不在规
定期限内打印准考证者即为放弃本次考试。具体考场、技能考试地点
安排于 5月 29 日在学校主教学楼内粘贴。 

2、教师科研岗中招聘岗位为博士研究生的，不在此次笔试范围，
直接进入面试。 

3、参加面试的人员依笔试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根据岗位招聘
计划数与参加面试人选 1：3 的比例确定，招考岗位进入面试的人数
未达到 1：3时，按照该岗位进入面试的实际人数进行面试。 

四、笔试需携带材料 
1、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2、准考证（网上打印） 
3、考试答题必备工具 
4、技术课教师在专项技能考试中请自备所需服饰、器械。 
5、传媒系实验岗考生可自备笔记本电脑。 
 
 
                                    人事处 
                                 2015 年 5 月 18 日 

  



 

2015 年天津体育学院教师、辅导员和实验岗位面试安排 
 

根据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试行）》（津人社局发[2011]10 号）和《天津体育学院 2015 年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教师的方案》等文件精神，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

排序，按照各岗位招聘计划数 1:3 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招考岗位进

入面试的人数达不到 1:3 比例时，按照该岗位进入面试的实际人数进

行面试。笔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及格分数线为 60 分，笔试成绩不

及格者无面试资格，具体结果在学校人事处报名系统中查询

(http://rsc.tjus.edu.cn/)。 

一、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时间为 6 月 21 日（周日），下午 14:30-16:30。 

参加面试人员须携带笔试准考证、身份证、各阶段教育经历毕业

证及学位证（在读研究生提供就业协议书和推荐表）、所在单位的同

意报考证明、本人纸质简历、党员身份及学生工作经验证明（报考辅

导员岗位的须提供证书、证件或学院开具的证明等）、持国外学位的

还需提供留学归国人员证明和学历认证等材料原件，并将所有材料复

印件按照以上顺序排列并装订，到人事处进行资格复审，提交装订资

料。资格复审不合格或弄虚作假者，取消面试资格。 

二、面试安排 

1、教学科研岗：6 月 22 日（周一）上午 8：00-12：00 

教学科研岗主要采取试讲的形式进行面试，面试的地点为北实验



楼 3 楼 304 教室，每人面试时间为 20 分钟，要求所有考生 7：30 到

面试地点集合。具体安排如下： 

部门 岗位 试讲内容 面试人员 

一系 体能教学科研岗 
《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教程》（金宗强） 

第五章 第四节 核心力量 
吴鹏 
连志强 

二系 足球教学科研岗 
《现代足球》（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球队的训练计划 
褚洪洋 

二系 排球教学科研岗 
《排球运动教程》（体育院校通用教材） 

第三章 第五节 垫球 

于明岩 
马成顺 
孟国正 

三系 乒乓球教学科研岗 
《乒乓球教学与训练》（体育院校专业教材） 

第三章 第五节 各类型打法训练要点 
崔健 

社体系 市场营销教学科研岗 

《市场营销原理》（亚洲版.第二版，菲利普

•科特勒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第 12 章 营销渠道 

包凤耐 
郭芳 
孙殿国 

社体系 高尔夫教学科研岗 

《高尔夫基础教程》（高等教育体育专业百

门精品课程教材） 
第八章 第三节 挥杆技术 

李超 

武术学院 民体教学科研岗 
《中国武术教程》（下册） 
第十一章 第一节 拳法 

彭辉 

传媒系 英语教学科研岗 

《大学英语精读》第三版 
第四册 第三课“Why do we believe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魏红坤 
杨越 

竞技体育学

院 
文化课教学岗 

《大学英语精读》第三版 
第四册 第三课“Why do we believe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王璐 

艺术系 健美操教学科研岗 
《健美操教程》（王洪著） 

第一章 健美操概述 

田海丽 
朱晓娜 
姚旭霞 
孙涛 

艺术系 音乐教学科研岗 

1、规定命题现场作曲演奏 
2、《音乐鉴赏课》讲解 
莫扎特歌剧：《魔笛》选段“愤怒的火焰
在心中燃烧” 
电影: 泰坦尼克号《我心永恒》 
任选一 
3、1-2 个乐器现场演奏 

朱音 

 

2、辅导员、实验岗位 

辅导员、实验岗位主要采用自我介绍、测试试题解答、评委提问



等形式进行面试，面试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2 日（周一） 下午 14：

00-17：30，地点为行政办公楼第二会议室，每人面试时间为 10 分钟，

要求所有考生 13：30 到面试地点集合。具体安排如下： 

部门 岗位 面试人员 

传媒系 传媒实验岗 李赫 

生理实验室 生理实验岗 李静、庞文陶、张文术 

社科中心 实验岗 宁小卫、李晓彤 

健康系 康复实验岗 张琳 

团委 辅导员 马瑛 

学工部 辅导员 1 
杨奕娇、孙晓竹、雷珊珊 

马琳瑛、李圆、王虹、赵波、 

学工部 辅导员 2 牛彬、高睿、安明焘、原会 

 

3、面试成绩说明 

根据《天津体育学院 2015 年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教师的方案》要

求，面试满分为 100 分，及格线为 60 分，达不到及格线的，不得进

入下一环节。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复审、面试的，视为自动

放弃面试资格。 

请所有参加面试的考生于 6 月 19 日下午 15：30 分前将参加面试

回执（以姓名+岗位）的形式发送人事处 rsc@tjus.edu.cn 邮箱。 

 

                                      天津体育学院人事

处 

                                            2015 年 6 月 12 日 
  



天津体育学院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 

 

按照《天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试行）》（津人

社局发[2011]10 号）要求，现将拟聘用人员予以公示。 

一、公示期 

2015年 6 月 26日—7 月 6 日（7个工作日）。 

二、受理地点及电话 

地点：天津体育学院人事处 

通讯地址(邮编)：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 

电话：23012022 

联系人：张老师 

三、公示要求 

1.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以电话、信函、来访等

方式向受理部门反映（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 

2.反映情况要求实事求是，真实、具体，电话及信函应告知真实

姓名及联系方式。 

3.受理机构对反映人员和反映的情况严格保密。 

 

 

天津体育学院人事处 

2015年 6 月 24日 

  



天津体育学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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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鹏 男 1988-6-15 共青

团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 武汉体育学院 无 体能教学科研岗 78.60  

2 褚洪洋 男 1989-1-16 共青

团员 
研究生 硕士 运动训练 北京体育大学 无 足球教学科研岗 67.05  

3 崔健 男 1991-6-16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运动训练 天津体育学院 无 乒乓球教学科研岗 82.50  

4 李超 男 1987-7-28 共青

团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 天津体育学院 无 高尔夫教学科研岗 81.20  

5 彭辉 男 1990-4-20 群众 研究生 硕士 运动训练 天津体育学院 无 民体教学科研岗 80.65  

6 杨越 男 1990-7-10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翻译 天津大学 无 英语教学科研岗 75.35  

7 朱音 男 1984-9-4 预备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作曲 天津音乐学院 无 音乐教学科研岗 73.20  

8 孙殿国 男 1973-3-14 群众 研究生 博士 企业管理 天津财经大学 无 
市场营销教学科研

岗 
88.00  

9 马瑛 女 1983-8-25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人文社会学 武汉体育学院 无 辅导员 71.75  

10 杨奕娇 女 1991-1-12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学 天津体育学院 无 辅导员 76.40  

11 孙晓竹 女 1988-4-26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人文社会学 天津体育学院 无 辅导员 78.25  

12 牛彬 男 1986-11-17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 天津体育学院 无 辅导员 78.30  



13 高睿 男 1989-1-10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学及运动 澳门大学 无 辅导员 74.70  

14 安明焘 男 1989-9-21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硕士 思想政治教育 天津理工大学 无 辅导员 78.60  

 

 

  



关于在我校内部进行教师招聘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渠道聚集教学人才，现对我校部分空缺教师

岗位进行校内招聘，有关通知如下： 

一、招聘岗位： 

招聘部门 岗位 人数 

武术学院 武术专业教师 1 

二、招聘条件： 

我校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多年从事本课程专兼职教学工作，中

级以上职称，硕士研究生，责任心强。 

三、招聘程序 

1、符合应聘条件者将个人简历及电子版交至人事处。 

2、报名结束后，由人事部门统一进行资格审核，符合任职条件资格者

由人事、教务、招聘单位组织考核。 

3、报名时间：2014 年 6 月 29 日——2014 年 7 月 3 日 

4、经面试，择优确定拟聘人选，网上公示无异议后办理校内调动手续。 

对于弄虚作假、违反招聘纪律的应聘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应聘

资格，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人事处 

                                     2015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