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信学院就业明星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 2010级 翟林平 

翟林平,男,定西临洮人，电气自动化

专业 2010 级学生，现任职帝森克罗德电

力技术有限公司电气销售北京销售大区

经理，年薪 50 万。先后组织实施了海阳

核电站、陆丰核电站、三门核电站等机组

MS01 水冷机组中压启动柜项目，参与核

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某装置改造升级项

目四种脉冲发电断路器成套设备的设计

与制造工作。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 2007级 许龙 

许龙，男，甘肃榆中人，电

气自动化 2007 级学生，现

为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自

动化装备公司设备工程师，

年薪 15万元。先后获得上海市徐汇区技术能手、劳动模范等荣誉。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 2007级 杨小刚 

杨小刚，男，甘肃渭源人，电气自动化

2007级学生，现为郑州安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大区经理（东北、内蒙、安徽、



江浙沪），年薪 40万元，曾多次获得集团优秀员工称号。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 2010级 辛永刚 

辛永刚,男，甘肃华亭人，电气自动

化 2010级学生，现为上海巴安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电仪工程师,年薪为 15 万元。

先后参加了石化的装车系统及上位机罐

区监控系统、污水处理厂脱水车间工艺

流程的自动化控制及调试、煤泥水处理

项目电气设计及技术交流工作 PVC 项目

预处理部分施工指导及现场单调任务等

工作。 

 就业明星之——应用电子技术 2003 级 乔伟雄 

乔伟雄,男，陇南成县人，

电信学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2003 届毕业生，现为深圳宇

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5 年创立深圳宇顺电子，

公司于 2009 年 9 月上市，公

司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年产值 50亿元，

公司产品远销欧美、日韩、新

加坡等国家。公司现有员工



5000余人，分别在深圳、长沙、东莞等地设有生产基地。 

 就业明星之——应用电子技术 2007 级 王茂盛 

王茂盛，男，兰州市永登县人，

电信学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2011 届毕业生，现为华天科技

（西安）有限公司资深产品工程

师，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从

事产品测试及研发工作，年薪 10

万元。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贾强强 

贾强强，男，甘肃秦

安人，光伏 1231班学生，

现就职于中国电建集团

西北院中国水电顾问集

团哈密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任职站长。工作期

间，完成了中国电建集团

格尔木 20MWp光伏电站、德令哈 20MWp光伏电站、都兰县诺木洪进水

口东 49.5MWp 风电场、哈密石城子二期 20MWp 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



年薪近 10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坚锐锋 

坚锐锋，男，甘肃麦积人，

光伏 1231班学生，现就职于

华能酒泉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任职主值班员。主要从事风

电场运行检修工作。中控室

监视风机运行状态，根据省

调负荷下发情况调控负荷，并记录相关日志，并实现现场检修，多次

获得个人奖项，2020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年薪近 12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王建智 

王建智，男，甘

肃张掖人，光伏 1231

班学生，现就职于高

台县正泰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任职值长。

工作以来，长期从事

光伏电站的运维工

作，被评为“优秀实

习人员”破格转正，多次代表公司参加相关技能竞赛，取得优异成绩，

年薪 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王宏伟 



王宏伟，男，甘肃酒泉人，光伏 1231

班学生，现就职于晶科能源有限公

司，任职工程师。自 2014年以来，

长期从事晶科能源客户服务部技

术工作，参与近 16 个光伏电站的

组件检测等技术支持工作，年薪近

12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张倩 

张倩，女，甘肃敦煌人，

光伏 1231班学生，现就职

于中国葛洲坝电集团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敦煌运维部，

任职值班长。工作期间，

完成鸣山三号 110kV升压站并网准备工作，完成鸣山三号 110kV升压

站首次并网、后期运维消缺及工程转运行验收工作，年薪近 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乔显龙 

乔显龙，男，甘肃平凉人，光伏 1232

班学生，现就职于苏州天富利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任职项目经理。工作以来，长



期从事光伏系统的集成和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参与江西赣州 20MW

山体光伏电站、河南安阳 20MW山体光伏电站、安徽阜阳 51MW水上漂

浮光伏电站、常熟雄鹰 2MW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等多个光伏电站的建

设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年薪近 12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吴浩楠 

吴浩楠，女，甘肃陇南人，

光伏 1232 班学生，现就职于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任职二级综合事务管理

员。工作以来，长期从事水电

站运维工作，多次获得省市级

奖励，年薪近 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2 级 张惠 

张惠，女，甘肃民勤人，光伏 1232 班学生，现就职于中国电建

集团西北院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格尔木西北水电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任职值长。自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光伏电站的运维工作，2019 年 5

月，自学风力发电运维工作，2020 年起工作于青海区域集中调度控

制中心，年薪近 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3 级 王小强 

王小强，男，甘

肃灵台人，光伏

1331班学生，现就

职于浙江鑫投新能

源有限公司，任职

项目经理。自参加

工作以来，负责包

括山西省岢岚县

30MW 光伏扶贫项目、山西省左权县 28.8MW 光伏电站、潞城市 30MW

户用扶贫光伏项目等近 8个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年薪近 15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3 级 张顺 



张顺，男，甘肃白银人，光伏

1331 班学生，现就职于中国电建

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青海大数据集控中心，任职主值

值长。自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光伏

电站的运维工作，并取得了电工进

网作业许可证、国网甘肃省调调度

证、特种作业高压电工作业证等多

个特殊行业证书，年薪近 10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3 级 鲁苗苗 

鲁苗苗，女，甘

肃 宁 县 人 ， 光 伏

1331 班学生，现就

职于中国水电顾问

集团哈密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任职值

班员。长期负责光伏

电站日常值班监盘

和巡检工作，并与 2019年 10月参与完成哈密石城子二期电站并网运

行发电工作，年薪近 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3 级 马丹丹 

马丹丹，女，甘肃民勤

人，光伏 1332班学生，

现就职于中节能太阳

能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运维二挡。自毕业以来，

长期从事光伏电站的

运维工作，多次获得各

类个人奖励，年薪近 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3 级 薛刚 

薛刚，男，甘肃民勤

人，光伏 1332 班学生，

现就职于正泰新能源江

泰 200MW 农光互补光伏

电站，任职站长。自参加

工作以来，于浙江合大、

国电投上海上电、正泰新

能源都有工作历程，取得多省统调电厂调度证、高压进网许可证、特

种作业操作证、安全管理证等多个证书。2019 年 5 月，于浙江湖州

兼职创办消防物联网公司，年收入近 25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3 级 张海龙 



张海龙，甘肃天水人，光伏 1331

班学生，现就职于越南电池科技有限

公司，任职工程师。自参加工作以来，

长期从事光伏电池工艺技术改进工作，

主持纳米测试、纳米制绒外观改善、

单晶制绒产量提升等多项改进方案，

年薪近 18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4 级 王文乐 

王文乐，甘肃灵台人，光伏

1431班学生，现就职于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任职

工程部办公室主任。自毕业以来，

长期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工作，

分别在浙江合大、杭州淘顶、国

电南瑞等新能源公司任职，参与

包括国家能源集团玉门 140MW

风电场等九个项目的二次保护

部分工作，年薪近 10万。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4 级 张春源 



张春源，甘肃灵台人，光伏 1431

班学生，现就职于浙江众能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任职项目经理。自毕

业以来，分别在浙江合大、杭州淘

顶、华为等新能源公司任职，先后

担任湖南临湘民禹 20MWp 农光互补

电 站 担 任 运 维 值 长 ， 京 康 瀛

199.8K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浙

江省百万屋顶计划临平示范项目等

项目经理，年薪近 18万。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6 级 林小慧 

林小慧，女，甘肃会宁人，计

算机应用专业 2016级学生，现任安

徽蜂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年薪 30万元。任职期间提前完成年

度销售业绩（三百万）。同时被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表彰为“商务之星”。

2019 年 先 后 通 过 华 为

HCS-Pre-sales-Ip 认 证 考 试 和

HCS-Field-CloudCampus MSP认证考试。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5 级丰玉龙 



丰玉龙，男，计算机 1534 班学生。

于 2017 年 5 月在我校教师的指导下考

取华为 HCNP 即华为认证网络资深工程

师，后期通过自己努力，并获得泰克老

师的辅导帮助，通过了华为 HCIE 即华

为认证互联网专家考试。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3 级樊富云  

樊富云，男，计算机 1336 班学生，

现任陇南市龙江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营运部经理，辅助营运总监负责龙江集

团阶洲广场项目的营运工作。在工作期

间获得优秀员工奖。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1 级 李云 

 

李云，男，甘肃陇南人，

电信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

2011级学生，现为陇南市金峰

彩印有限公司技术设计总监。



在陇南市金峰彩印有限公司工作期间，每年获得优秀员工称号，负责

出版书籍《陇南网店大全》《电商扶贫看陇南》等多部书籍出版工作，

辅助陇南著名高级农艺师、作家田茂琳同志多部作品排版设计出版。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0 级赵瑞祥 

 

赵瑞祥，男，计算机

1033 班学生。 2015 年

取得校级“学术科技明

星”唯一称号；拥有

Owner 1 项 国家级外观

专利；获得 autodesk公

司国际认证 设计专员；

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大学

生学院奖，三组作品入

围佳作奖；独立开发游戏被选入 “本科生学术能力提升计划”课题

研究项目；本科毕业答辩，获得优秀答辩毕业生；2014 年为北京市

丰台区政府设计“中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宣传系列展架并征用；2015

年在百度实习，获得 special offer；2015年底获得百度司级 SSG联

盟创新团队奖；2016年初获得百度公司级 SSG特殊贡献团队奖；2017

年获得百度公司级大商业业务竞赛奖；2016年初墨刀 15万产品经理

中，被邀采访（共 4位应邀）产品经理；2016年中 PMCAFF&氪空间产

品马拉松中，3人团队方案路演获得第二名；2016年~2017年，Owner 



5 项 百度公司商业产品专利（发明/外观国家级）；2017 年底获得百

度公司级大商业进攻团队奖；现为北京百度公司商务搜索部产品经理，

在百度主要负责联盟业务的媒体端流量和收入拓展工作。主导迭代多

个网盟产品，对网盟产品的体验极大改善，在市场上得到了热烈反响，

帮助国内数万中小网站站长创造收入和内容贡献，为互联网发展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创收作用，驱动了 PC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0 级刘小平 

刘小平，男，计算机 0151

班学生，现任杭州远博商标事

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业

务代理国内、国际商标申请、

海内外公司注册等知识产权的

相关事宜；代理客户参加有关

知识产权的谈判、起草有关知识产权的协议及合同，代理知识产权纠

纷的诉讼和向行政机关投诉、提供知识产权咨询等法律服务。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0 级吕鹏银 

吕鹏银，男，计算机 0151 班

学生，现任杭州远博财务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主要业务代理记

帐、代理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工商年检等；公司代

理注册、代为设立公司、代企业

http://www.hzgrcw.com/process/jizhang/
http://www.hzgrcw.com/process/jizhang/


办理行政许可等；财务审计、整理乱帐 ，诊断帐目的合规性、合理

性，并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为企业纳税筹划，合理节税服务，担任财

务顾问、税务顾问等。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03 级 伏杰 

伏杰，男，甘肃定西人，计

算机应用专业 2003级学生，现

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区财经应收款经理，年薪

25 万元。参与公司 LTC 流程变

革，长期为公司业务流程变革中

的一员，同时主导完成公司中国

区客户信用体系搭建。负责公司

中国区华东地区的应收款管理，

带领团队完成应收结构和现金流改善。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03 级 李旭东 

李旭东，男，甘肃陇南人，计算机应用

专业 2002 级学生，现为杭州博纳财务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博纳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合伙创始人，杭州博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合伙创始人，杭州乐云科技有限公司合

伙创始人。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2001 级 刘莉 



 

刘莉，女，甘肃天水人，计算机应用技术

2001级学生，现任职于杭州博纳财务管理有限

公司，经理。为该公司创始合伙人，年薪 30

万元。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991级 任华 

任华，男，计算机 991班学生。2003年在微星电子科技公司工作，

2004 年在西安赛力思网络技术公司工作，2005 年开始在西安翻译学

院专职任课多门实践应用专业课程。2012 年开始担任西安翻译学院

教务科长一职，软件外

包与服务专业带头人、

制定了该专业的人才培

养方案；2006 年负责了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

学评估工作；连续 10年

组织、指导学生参加国、省、市级计算机大赛并获奖。 

2013 年负责学校工程技术学院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工作。2014 年负责学校工程技术学院的陕西省委、省政府巡视诊断

工作；2017 年参与了学校一流专业申报工作。担任学校第一、二、

三、四、五、六届挑战杯计算机大赛指导老师、评委，并获多项优秀

个人奖，撰写发表多篇省级、国家级文章和教材，并主持参与多项科

研项目，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就业明星之——计算机应用技术 991 级贺海鹏 

贺海鹏，男，计算机 992

班学生，现任兰州凯盛视听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从事

计算机周边设备的销售与安装。 

 

 

 就业明星之——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2 级 安斌 

安斌，男，甘肃兰州人，汽

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2012级学生，

现任甘肃通瑞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销售主管兼特技教官，年薪 25

万元。2014至 2016年连续两届

销售冠军奖，2015年获得集团公

司“优秀内训师”称号，2017

年任公司销售主管及特技驾驶

教官一职。 

 

 

 就业明星之——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1 级 郭凯 



郭凯，男，甘肃榆中人，汽

车维修与检测专业 2011 级学

生，现任榆中县建大汽车修理

厂厂长。2014年自主创业，创

立了榆中建大汽车修理厂，目

前有员工数十余人。经过几年

的经营，平均年营业额达到200

万左右。 

 就业明星之——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2 级 颜宗峰 

颜宗峰，男，甘肃庆阳人，汽车维

修与检测专业 2012级学生，现任天水

曦晟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 6月自主创业，成立天水天悦

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代理奇瑞汽车

品牌，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2019年

6 月又成立了天水曦晟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代理吉利品牌。公司现有员

工 50多人，年销售额 4000多万。     

 就业明星之——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6 级 袁国龙 

袁国龙，男，甘肃

武威人，汽车检测与

维修专业 16 级学生，



现任职于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机修技术员，2019 年获得公司

“五一劳动模范”的称号。 

 就业明星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6 级 车生栋 

车生栋，男，甘肃酒泉人，电信 1632 班学

生，现就职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公安分局，

公务员编制，警察。 

 

 

 就业明星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6 级 代鹏飞 

代鹏飞，男，甘肃泾川人，电

信 1631班学生，现就职于上海博

昂电气有限公司，嵌入式工程师，

2018年 7月实习就业至今，完成

包括以色列智慧城市项目在内近

九个工程项目，年薪 20万元。 

 

 

 

 就业明星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5 级 李俊兴 



李俊兴，男，甘肃庆阳人，电信

1531 班学生，现就职于西安亨迪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

5月实习以来，长期致力于电路软件

测试和电路工作，2019 年 5 月，自

主创业成立了西安亨迪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公司电源系列新产品

开发的总体方案设计,新产品的可

行性开发评估,产品设计成本评估,

产品生产质量把控，年薪近 20万元。   

 就业明星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2 级 吴晨旭 

吴晨旭，男，甘肃天水人，电

信 1231 班学生，现就职于智客朗

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Java软件工

程师。2016-2018 年期间在中海纪

元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从事 java 开

发，2018年起，在智客朗道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主要完成了商城平台

的搭建，团购，预售，秒杀功能的

开发，营收稽核的开发。荣获 2019

年优秀员工称号，年薪 15万元。 

 



 就业明星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2 级 殷瑛 

殷瑛，女，甘肃酒泉人，电信

1231班学生，现就职于华正明天信

息有限公司，前端工程师。自参加

工作以来，长期从事 Web前端开发、

H5前端开发等工作，年薪 20万元。 

 

 

 

 

 就业明星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5 级 张丹 

张丹，女，甘肃定西人，

电信 1531班学生，现任职于

甘肃省玉门市柳河镇镇府，

干部（事业编制）。2018 年

12 月起，在甘肃省玉门市柳

河镇镇府办公室工作。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4 级 虎财兴 

虎财兴，男，汉族，中共预备党员，2017 年 7 月毕业于甘肃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电信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现担任新疆天业汇合新材

料有限公司企管部招聘负责人，自 2016 年 6 月从学校顶岗实习参加

工作以来，在工作岗位上注重专业知识及业务学习，先后在新疆天业



集团电石产业从事过炉气车间操作工、综合

部招聘，企管部体系建设等工作，做到了立

足本职岗位，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在实践中

提升能力。参加工作近四年以来在公司，先

后荣获天业集团招聘团队个人二等奖，天业

汇合 2019年度先进工作者。工作以来，能够

在社会上很快立足，特别要感谢母校对我的

培养，感谢公司给予广阔的发展平台。我坚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攀登”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攀登”精神，努力工作，提高

个人综合素质能力，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0 级 史海林 

史海林，女，汉，出生于 1988 年 12

月，31岁，甘肃武威人，中共党员，2010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 年 7 月毕

业于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

专业。现工作于新疆天业（集团）天辰化

工有限公司，担任天辰化工有限公司党群

部工会专干一职。 

自 2011 年 4 月实习进入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以来，

由党群部业务员到科员，再到主办科员，一步一个脚印，以兢兢业业、

锐意进取的工作作风，连续多年被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评为优

秀工会会员。2015 年，我结合自己实际工作撰写的工运论文荣获八



师石河子市总工会二等奖；2016 年再次荣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石河子市“优秀工会工作者”荣誉称号。 

 

 就业明星之——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0 级 赵永超 

赵永超，男，汉族，中共党员，2011

年 7 月毕业于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

自动化专业。现担任新疆天业（集团）有

限公司电石产业党群部部长兼机关党支部

书记。 自 2011 年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

来，本人注重专业知识及业务学习，先后从事宣传、共青团、党务等

方面工作，做到了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升。几年下来，个人连

续 3年荣获师市级优秀通讯员、师市级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先

后被集团、产业党委评为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党

群工作标兵等。 

 就业明星之——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2016 级 王帅 

2018年 7月，在学校统一组织

校园招聘下进入贵州航天林泉电机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实习，在公司

安排下分配至管理部从事人事专员

岗位；2018年底因工作需要，转入

市场营销序列从事市场内务岗位；

2019 年 7 月正式毕业，通过转正答辩，正式定岗企业管理，负责公

司后勤、行政以及人事等多项工作内容；2019年 11月，由于部门员



工产假原因，兼任公司企业文化岗位，工作至今。 

 就业明星之——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3 级 王建江 

王建江 2013级汽车 1332班学生，毕业于

2016年 6月毕业到新疆中泰化学圣雄工业园工

作。在能化上班的这三年多我明确了自己一个

农村出来的孩子以后的职业生涯该往那方面发

展，我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在能化这三年我稳

稳当当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干好工作，我从一名国企的普通员工晋升为一名生产班组长，薪资

待遇从刚开始的 800元一月努力奋斗到现在的 8000元一月，年收入

在 13W左右。家庭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自己担起了家庭的顶梁柱，

也用自己的存款在托克逊买了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