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下半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

一、单位简介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国家首批历

史文化名城、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国家陶瓷

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景德镇市。是经江西省政府批

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现为“双

高”院校。

学校占地面积 1408 亩，设有 6 个教学学院；有

32 个全日制大专专业、5 个联办本科专业，面向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为推进高质量发展，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 22 名。

二、招聘岗位、人数、条件

岗位名称
岗位

编号

岗位

类别

招聘

人数
岗位条件

《数字板绘》、《插画

绘本》、《漫画创作》

等课程专任教师岗

01
专业

技术岗
1

电影学（130302）、设计艺术学（130501）、

艺术设计（135108）专业，研究生学历、

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35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

报考。

《虚拟现实开发技

术》、《VR 交互程序开

发》、《Unity 开发》

等课程专任教师岗

02
专业

技术岗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0812）、软件工程

（0835）； 计算机技术（085404）；软件

工程（085405）； 人工智能（085410）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

《交互设计》、《UI

设计》、《信息视觉

化设计》、《短视频

拍摄与剪辑》等课程

专任教师岗

03
专业

技术岗
1

设计艺术学（130501）、电影学(130302)、

新闻传播学类（0503）、艺术设计

（135108）、计算机技术（085404）专

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年

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

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三维辅助设计

rhino 与产品制作》、

《三维辅助设计 3Ds

Max》、《计算机辅

助设计 Auto AD》、

《CORELDRAW 工艺品

效果图制作》等课程

专任教师岗

04
专业

技术岗
1

设计艺术学（130501）、美术学（130401）

艺术设计（135108）、美术（135107）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玻璃造型艺术》、

《玻璃灯工》、《玻

璃铸造》、《熔融玻

璃工艺品制作》等课

程专任教师岗

05
专业

技术岗
1

美术学(130401)、设计艺术学（130501）、

艺术设计（135108）专业，研究生学历、

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35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漆材料与工艺》、

《木漆工艺》、《漆

艺应用设计》（漆器，

漆家具设计）、《漆

与艺术》（漆画创作，

漆塑创作）等课程专

任教师岗

06
专业

技术岗
1

设计艺术学（130501）、美术学(130401)、

美术（135107）、艺术设计（135108）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

《三维设计软件

3dmax》、《建筑制图

AutoCAD》、《草图大

师 Sketchup》等课程

专任教师岗

07
专业

技术岗
1

设计艺术学（130501）、美术学（130401）、

艺术设计（135108）、美术（135107）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三维辅助设计

rhino\keyshot 与产

品制作》、

《coreldraw 产品效

果图制作》、《产品

手绘故事版\综合表

达》、《产品创新设

计程序与方法》等课

程专任教师岗

08
专业

技术岗
2

设计艺术学（130501）、美术学（130401）

艺术设计（135108）、美术（135107）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PLC 控制技术》、

《单片机应用技术》

等课程专任教师岗

09
专业

技术岗
1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0811)、控制工程

（085406）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

以上学位。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

考。

《Android 开发》、

《Java 开发》、
10

专业

技术岗
1

软件工程类（083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类（0812）；软件工程（085405）；计算



《CC2530 单片机开

发》、《STM32 单片机

开发》等课程专任教

师岗

机技术（085404）；人工智能（085410）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

《化学电源原理与

工艺》、《储能材料与

技术》、《无机材料科

学基础》、《材料物理

性能》、《陶瓷干燥与

烧成技术》等课程专

任教师岗

11
专业

技术岗
1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0805)、材料工程

（085601）、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类

（0807）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

上学位。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高等数学》课程专

任教师岗
12

专业

技术岗
1

学科教学（数学）（045104）、基础数学

（070102）、计算数学（070102）、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070103）、应用数学

（070104）、运筹学与控制论（070105）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大学体育》课程专

任教师岗
13

专业

技术岗
1

学科教学（体育）（045112）、体育人

文社会学（040301 ）、运动人体科学

（040302）、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3）、

民族传统体育学（040304）专业，研究

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 35 周岁

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管理学》、《战略管

理》、《跨境电子商

务》等课程专任教师

岗

14
专业

技术岗
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1201）、技术经济及

管理（120204）、企业管理（120202）、

国民经济学（020201）、区域经济学

（020202）、国际贸易学（020206）、金

融（0251）、产业经济学（020205）、数

量经济学（020209）专业，研究生学历、

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35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学前儿童发展与

教育应用》、《学前教

育政策与管理》、《学

前儿童文学》、《蒙台

梭利教育法》等课程

专任教师岗

15
专业

技术岗
1

学前教育（045118）、学前教育（040105）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限应届毕业生报考。

《乐理与视唱练

耳》、《奥乐夫音乐教

育》、《儿歌弹唱》等

课程专任教师岗

16
专业

技术岗
1

音乐学（130201）、学科教学(音乐)

（045111）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

以上学位。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辅导员岗 17
专业

技术岗
4

专业不限，研究生学历、硕士以上学位，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

纪检监察岗 18 管理岗 1

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法学理论

（03010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030103）、

刑法学（030104）、诉讼法学（030106）、政

治学理论（03020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2）、汉语言文字学（050103）、中国

现当代文学（050106）、法律(法学）（035102）

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中

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备注：

1.国（境）外学历学位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2.以上岗位条件中的学科专业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设置，专业名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学科专业代码。

3、报名人员请注意区分学硕与专硕专业代码，不得报所学专业代码与招考岗位专业代

码不一致的岗位。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没有专业代码）的，可选择招聘专业中相近专

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的专业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核时提

供毕业证书、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或毕业

院校专业设置的说明等材料。除专业目录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毕业证上的专业名

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名专业的依据。

4.限应届毕业生报考的岗位，除 2022 年毕业生外，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

业生(即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国家规定的 2 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

位，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也可报考。

5.2022 届毕业生应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证书（受

疫情影响需延期毕业的，按教育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6.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应聘人员不得报考应聘后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截止到 2022 年 8月 19 日

23 时止

（二）报名方式

1.报名方式：登录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

http://www.jxgymy.com/的“通知公告栏”，下载《2022 年下

半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报名表》。

2.简历投递：按要求认真填写《2022 年下半年公开招聘高

层次人才报名表》，连同其他应提交材料的扫描件或电子稿压缩

为一个文件后，以附件形式发电子邮件至 493657940@qq.com。

投送简历邮件主题或压缩包附件格式均为：申报岗位名称+岗位

编号+姓名。仅递交《2022 年上半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报名表》

不视为已报名。（要求考生主动关注邮箱，我们收到报名信息，

http://www.jxgymy.com/
http://www.jxgymy.com/


会通过邮件回复收到，如一天后在邮箱中未收到回复，请电话联

系）。报名应提交材料包括：

（1）身份证

（2）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

生成有二维码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国外学历

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

（3）2022 年应届毕业生提供学习课程成绩表（加盖就读学

校的公章）,就读院校出具的研究生在读证明或《就业协议书》。

（4）报考“限应届毕业生”岗位的非 2022 年应届毕业生，

属于 2 年择业期(2020 年、2021 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请提

供择业期有关证明（包括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

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

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开具的《档案保管证明》）。

（5）报考人员为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请提供单位人

事部门盖章的同意报考证明。

（6）免冠近照一张一寸电子照片，照片命题为：申报岗位

名称+岗位编号+姓名

请考生诚信报名，报名提交的材料进入面试要进行原件复审。

3.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按上述报名要求限报一次名，不允许

重报和改报别的岗位（如有多次报名的只认可第一次报名），请

慎重考虑。要求只能通过指定邮箱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

（三）资格审查

1.资格初审

接收报名简历后,由学校组织对应聘考生提交的网上报名材

料进行资格初审，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或未按照报名要求提供相

关材料的视为不合格，取消其考核资格。

2.资格复审



（1）进入结构化面试的考生须进行现场资格复审，资格复

审主要审核网上报名时所提交材料的原件，资格复审时间和地点

另行通知。

（2）资格复审不符合条件的，取消结构化面试资格。对取

消或放弃结构化面试资格产生的人员空缺，从本岗位未入围考生

中（01-10 岗按试讲+实践操作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依次递补，

11-16 岗位按试讲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依次递补，17-18 岗位

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依次递补，末位成绩相同时，则一

并进入资格复审。递补人员须通过资格复审后方能参加结构化面

试，无人可递补时，将组织现有入围考生进行结构化面试。

（3）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凡发现弄虚作假或不

符合岗位条件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聘用资格，由此造成的

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联系方式

学院名称：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报名电话：0798-8416601、13807985610（董老师）、

13979880939（叶老师）

监督电话：0798-8445678、13970390345

报名邮箱：493657940@qq.com

学院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工美大道 666 号

四、考核办法

（一）应聘 01-10 号岗

考生考核方式为试讲+实践操作+结构化面试，试讲、实践操

作、结构化面试均采用百分制，试讲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 25%、

实践操作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 25%、结构化面试成绩占考核总成

绩的 50%。按试讲+实践操作从高分到低分 1:3 的比例确定入围

面试人员。当岗位拟招聘人数与符合条件的应聘考生人数的比例

mailto:1638071966@qq.com


超过 1:6，则该岗位需先进行笔试，并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

分按 1:6 的比例确定进入试讲和实践操作考核，笔试最后一名成

绩相同时，则一并进入试讲和实践操作考核，笔试成绩不计入考

核总成绩。当拟招聘人数与符合条件的应聘考生人数的比例未超

过 1:6 的比例时，所有考生直接进入试讲、实践操作考核。试讲

和实践操作主要考核各招聘岗位的相关课程的专业知识能力和

动手能力，结构化面试主要考核应聘考生的职业道德、逻辑思维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笔试主要考核综合知识和能力。

（二）应聘 11-16 号岗

考生考核方式为试讲+结构化面试，试讲、结构化面试均采

用百分制，试讲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 50%、结构化面试成绩占考

核总成绩的 50%。按试讲从高分到低分 1:3 的比例确定入围面试

人员。当 11-16 岗位拟招聘人数与符合条件的应聘考生人数的比

例超过 1:6，则该岗位需先进行笔试，并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分到

低分按 1:6 的比例确定进入试讲考核，笔试最后一名成绩相同时，

则一并进入试讲考核，笔试成绩不计入考核总成绩。当拟招聘人

数与符合条件的应聘考生人数的比例未超过 1:6 的比例时，所有

考生直接进入试讲考核。试讲主要考核各招聘岗位的相关课程的

专业知识能力，结构化面试主要考核应聘考生的职业道德、逻辑

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笔试主要考核综合知识和

能力。

（三）17-18 岗考核方式为笔试+结构化面试，笔试、结构

化面试均采用百分制，笔试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 50%、结构化面

试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 50%。按笔试从高分到低分按 1:3 的比例

确定入围面试人员。

（四）如果某岗位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与招聘人数的比例低

于 3:1，则相应核减或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所有报考岗位的



考生总成绩（百分制）必须达到 75 分（含 75 分）以上，否则不

予聘用。

（五）考核具体时间、地点及各环节成绩将在江西陶瓷工艺

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网站 http://www.jxgymy.com/的“通知公告

栏”中公布。

五、体检、考察、公示

（一）01-10 岗根据试讲、实践操作、结构化面试总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人数 1:1 的比例确定体检人员，总成绩相

同时，按照结构化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体检人员名单,

结构化面试成绩相同时，按试讲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体检

人员名单。11-16 岗根据试讲、结构化面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按岗位招聘人数 1:1 的比例确定体检人员，总成绩相同时，按照

结构化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入体检人员名单。17-18 岗根据

笔试、结构化面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人数 1:1 的比

例确定体检人员，总成绩相同时，按照结构化面试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进入体检人员名单。

（二）体检按《江西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办法（修订）》

（赣教规字〔2021〕3 号）执行。须在学院指定的省级三等甲级

综合性医院进行，费用自理。

（三）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主要考察思想政治、道德

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

（四）对经考核、体检、考察合格后的拟聘人员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

（五）因体检、考察不合格或考生自动放弃产生的岗位空额，

在考核总成绩 75 分（含 75 分）以上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递 补，递补人员继续参加体检、考察、公示等相关程序，其他

情况一律不予递补。

http://www.jxgymy.com/
http://www.jxgymy.com/


六、聘用、待遇

（一）体检、考察合格者，经公示无异议后，办理正式聘用、

入编手续，享受事业编制人员规定待遇。

（二）实行试用期，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者按有关规定予以解

聘。

七、其他

1. 考试疫情防控根据国家和江西省最新疫情防控部署和要

求进行。报考人员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疫情防控规定,凡是弄

虚作假、逃避防疫措施的,一经发现,取消其报考资格,造成不良

影响和后果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2.本次招聘资格审核、考核等时间及地点、各环节成绩将在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

(http://www.jxgymy.com/)通知公告栏中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请考生及时查看，不再另行通知。

3.请应聘人员仔细对照所报考岗位条件要求，诚信报名，不

符合岗位条件要求者请勿报名，所有报名及考核全过程由纪检部

门全程参与监督，一经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或舞弊者，即刻取

消考试资格和聘用资格。

http://www.jxgy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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