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教授 1

实验语音学、语言政策与

规划、城市社会语言学

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
教授 1 欧美文学

戏剧戏曲与影

视学
教授 1 比较戏曲学

文艺学 教授 1 美学理论

艺术学 教授 1 艺术学理论

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艺术

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学科带头人，能及时掌握本学科海内外的发展动态，并积极领导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3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

一作者），发表过专著并承担过国家级课题；

4.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5.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语言学理论及流派

戏剧与影视学

、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参加过国家级项目；

3.热爱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5.具有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东南地方戏曲、比较戏剧

学、当代文学、欧美文学

、东亚文学、生态文学

古代文学、艺

术学、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参加过国家级项目；

3.热爱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5.具有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东亚古典文学关系、数码

艺术、对外汉语词汇学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学科带头人，能及时掌握本学科海内外发展动态，并积极领导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6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

一作者），发表过专著并承担过国家级课题；

4.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5.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人文学院 中文系

厦门大学2016年教师招聘岗位需求表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中国史 教授 1 中国古代史

考古学与博物

馆学
教授 1 新石器考古、海洋考古

世界史 教授 1 西方古典学、世界近代史

中国史、世界

史、考古学与

博物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

2.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参加过国家级项目；

3.热爱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5.具有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中国古代史、新石器时代

考古

外国哲学、科

技哲学、中国

哲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有欧美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任教经历者优先考虑；

2.担任学科带头人，具有良好造诣，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积极参与本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刊物发表论文5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

作者），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或2篇SSCI；

4.主持1项及以上国家级课题（应聘者为海外高校任职人员，此项可免）；

5.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中

国哲学、伦理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

外国哲学、科

技哲学、中国

哲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副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参与过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

（排名前2）；或参与过国家级科研课题（排名前3）；或主持过科研课题且累计到

校各类科研经费20万元及以上；

5.3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者第一作者，其中至少2篇校外一类核心刊

物学术论文)或其他专著获奖等成果。

西方哲学、科技哲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

中国哲学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具有良好造诣，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积极参与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师

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刊物发表5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

4.主持1项国家级课题；

5.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6.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人文学院

哲学系

历史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人文学院 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哲

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研究经历；

2.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

3.热爱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在国内知名高校、科

研院所受聘教授职务且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者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

教授及以上职务者优先考虑；有欧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任教经历者优先考虑；

2.担任学科带头人，具有良好造诣，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积极参与本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刊物发表5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或2篇SSCI；

4.主持1项及以上国家级课题（若应聘者为海外高校任职人员，此项可免）；

5.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文化人类学或语言人类学

等方向

助理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

3.热爱教育教学工作，能胜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文化人类学

3

1.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及其他相关学科博士学位，任职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

世界前200强海外高校；

2.符合厦门大学教师职务聘任条例中有关教授的要求；

3.国内应聘者应是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或国家级教学名师，或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国外应聘者应担任海外高水平大学教授职务，在科学研究方面

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特聘教授

3

1.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及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系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新闻传

播业界专家；

2.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或主持过省级重点或部级一般及以上科研课题，且累计各

类科研经费20万元及以上；或主持过科研课题且累计各类科研经费40万元及以上；

3.正式出版本学科学术专著1部（字数15万字及以上，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在本

学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4篇及以上学术论文或取得同等水平的其他学术成果

（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或2篇SSCI；

4.承担教学工作，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学习。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新闻学、传播

学、广告学
教授

新闻学系、

广告学系、

传播学系

人文学院
人类学与民

族学系
人类学

新闻传播学

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新闻传播学

院
广告学系 广告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参与科研课题研究；

3.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4.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广告学、大数据

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具有1年

及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2.具有良好造诣，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积极参与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师

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刊物发表5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

4.主持1项及以上国家级课题；

5.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口笔译学、英美文学、语

言学、双语词典研究

副教授 6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具有良好造诣，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积极参与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师

资队伍建设工作；

3.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一类刊物发表3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其中至少1篇最优刊物论文；

4.主持1项及以上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

5.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口笔译学、英美文学、语

言学、双语词典研究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工作经历；

2.已发表1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

者），参加过国家级项目；

3.热爱教育教学工作；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5.具有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6.特别优秀者不受研究方向限定。

口笔译学、英美文学、语

言学、双语词典研究

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研究生教学，在本领域内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副教授 4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教学，在本领域内具有一定科研成果。

日本语言文

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

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外文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研究生教学，在本领域内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副教授 3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教学，在本领域内具有一定科研成果。

助理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研究生教学，在本领域内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法语语言、文学、文化、

教学

副教授 4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研究生教学，在本领域内有一定的科研成果。

法语语言、文学、文化、

教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法语语言、文学、文化、

商务、法律教学

教授 3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研究生教学，在本领域内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语言学、文学、翻译、文

化

副教授 5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能承担日常本科研究生教学，在本领域内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语言学、文学、翻译、文

化

助理教授 5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如为本学科最高学位，需

有相关学科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履职经历；

2.能承担日常公共英语教学，在本领域内具有一定科研成果；

3.能承担日常非通用语种教师，课程针对有志于选修印尼语、泰语等为第二外语的本

科生或研究生。

语言学、文学、翻译、文

化

助教 2

1.能承担日常公共英语教学，在本领域内具有一定科研成果；

2.能承担日常非通用语种教师，课程针对有志于选修印尼语、泰语等为第二外语的本

科生或研究生。

语言学、文学、翻译、文

化

财政学 教授 2 财政学（含税收学）

公共经济学 教授 1 公共经济学

俄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

学、西班牙语

语言文学

欧洲语言文

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文

学系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外语教学部

1.具有博士学位，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际二类核心刊物或

国内最优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理论课的教学经历，有指导博士研究

生的能力，教学效果优良。

财政系

外文学院

经济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财政系 财政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有在国际期刊或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潜

力；

3.能够较快胜任全英语授课的教学任务。

财政学（含税收学）

国际经济与贸

易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

领域学习工作经历，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有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持续申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能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国际贸易、服务贸易、国

际商务

世界经济 助理教授 4 世界经济

国际经济与贸

易
助理教授 4

国际贸易、服务贸易、国

际商务

西方经济学 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

工作经历；

2.学术造诣深，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

西方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

领域学习工作经历，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有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教学效果好，能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政

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

等

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

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

3.具有在国际期刊或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潜力；

4.能够较快胜任全英语授课的教学任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统计学 教授 2
概率论、随机过程；数理

统计、经济统计

数量经济学 教授 1
概率论、随机过程；数理

统计、经济统计

金融学（含国

际金融）
教授 1

金融学

（含国际金融）

保险学 教授 1 保险学

投资学 教授 1 投资学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有高校任教经历；

2.已取得达到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

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银行学领域研究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经济学系

统计系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有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能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

工作经历。优先引进“千人计划”；

2.学术造诣深，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

国际经济与

贸易系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

金融系

经济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金融学（含国

际金融）
助理教授 1 金融学（含国际金融）

金融工程 助理教授 2 金融工程

保险学 助理教授 2 保险理论、保险精算

区域经济学 教授 1
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

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等

产业经济学 教授 1
政府规制理论学、产业理

论学

政治经济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

域工作经历，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有参加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教学效果好，能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政

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

等

宏观经济研

究中心
宏观经济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博士学位，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博士后研究经历者优先考

虑；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

3.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

宏观经济学

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有高校任教经历；

2.已取得达到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

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能源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能源经济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有高校任教经历。具有优秀的教育背

景；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已在能源经济学国内顶级期刊或国际高等级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3.英语流利，能够较快胜任全英语授课的教学任务。

能源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

教授 4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1年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

作经历；

2.学术造诣深，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相关学科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

3.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已在金融学国内顶级期刊或国际高等级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4.英语流利，能够较快胜任全英语授课的教学任务。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

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在国内外具备较高知名度，科研成果突出，在学术方面有一定影响力；

3.有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4.教学效果好，能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能源中心 能源经济学

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副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已在国际期刊或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较快胜任全英语授课的教学任务。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相关学科

助理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具有在国际期刊或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潜

力；

3.能够较快胜任全英语授课的教学任务。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相关学科

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

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会计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学

副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或潜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学

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

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战略管理、创新与创业管

理

副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或潜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战略管理、创新与创业管

理

助理教授 3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战略管理、创新与创业管

理

旅游与

酒店管理系
旅游管理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有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际高等级专业学术

期刊或国内顶级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旅游规划、旅游地理学、

酒店管理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

会计学

企业管理

会计学系

企业管理系

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副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有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或潜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旅游规划、旅游地理学、

酒店管理

助理教授 2

1.具有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

位，有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旅游规划、旅游地理学、

酒店管理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

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运

营管理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运

营管理

技术经济与管

理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运

营管理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

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财务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财务学、投资学

副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或潜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财务学、投资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财务学、投资学

市场学系 市场营销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

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市场营销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市场营销

旅游管理

管理科学系

财务学财务学系

管理学院

旅游与

酒店管理系

管理科学与工

程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副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或潜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市场营销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市场营销

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有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已取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

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工商管理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战略管理、运营管理

副教授 3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有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或潜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管理沟通、企业伦理、市

场营销

助理教授 3

1.具有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

位，有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企业伦理、市场营销

宪法与行政法

学和诉讼法学
教授 3

1.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2.科研成果突出，独立完成并出版15万字以上的高水平学术专著1部，且在海内外一

类刊物发表4篇及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

3.至少主持1项国家级课题；

4.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优秀的成绩；

5.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6.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宪法与行政法学和诉讼法

学(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

法)

法理学、刑法

学、财税法学

、宪法与行政

法学、民商法

学、国际法学

、诉讼法学和

法律史学

副教授 9

1.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在国际二类以

上学术刊物上发表2篇以上的学术论文；

2.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法理学、刑法学、财税法

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

商法学、国际法学、诉讼

法学和法律史学

管理学院

法学院

市场学系

工商管理教

育中心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法学院

法理学、宪法

与行政法学、

民商法学、国

际法学、诉讼

法学、经济法

学、刑法学

助理教授 7

1.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独立发表2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

2.热爱教育教学工作，能胜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3.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

、民商法学、国际法学、

诉讼法学、经济法学（金

融法方向）、刑法学

国际法学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从事科研工作5年及以

上；

2.学科带头人，已发表国际法学类的论文。

国际公法、海洋法

专门史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从事科研工作5年及以

上；

2.科研成果突出，已发表海洋历史类的论文或专著。

海洋历史

国际法学 副教授 1 国际公法、海洋法

国际关系 副教授 1 国际关系、海洋政策

国际法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有较好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国际公法、海洋法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管理
教授 3

1.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2.科研成果突出，独立完成并出版15万字以上的高水平学术专著1部，且在海内外一

类刊物发表4篇及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论文；

3.至少主持1项国家级课题；

4.教学经验丰富，在教材建设、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优秀的成绩；

5.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6.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管

理

知识产权法 助理教授 1

1.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独立发表2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

2.热爱教育教学工作，能胜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3.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知识产权法

公共事务学

院
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 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发表在最优刊物上的学术

论文（或2篇发表在国际二类<或SSCI>以上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5.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实验经济学、行政管理、

人力资源、环境资源问题

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

源、卫生事业管理、老年

问题研究等

南海研究院

知识产权研

究院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从事科研工作3年及以

上；

2.科研成果突出，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行政管理 副教授 1

社会保障 副教授 2

行政管理 助理教授 2

社会保障 助理教授 2

政治学理论 教授 1

教授 1

副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5.在本学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含SSCI、A&HCI 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过3 篇以上学术论文。

政治学理论 助理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3.参加过纵向或横向科研课题的研究；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过1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参加编写公开出版的教材、专著10

万字以上。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3.参加过纵向或横向科研课题的研究；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过1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参加编写公开出版的教材、专著10

万字以上。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5.在本学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含SSCI、A&HCI 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过3 篇以上学术论文。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发表在最优刊物上的学术

论文（或2篇发表在国际二类<或SSCI>以上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5.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政治学系

中外政治制度

公共管理系

公共事务学

院

政治学研究方法、当代中

国政治、中国政府与政治

实验经济学、行政管理、

人力资源、环境资源问题

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

源、卫生事业管理、老年

问题研究等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1 参照《厦门大学“特聘教授、讲座教授”聘任办法》。 社会工作 特聘教授

副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5.在本学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含SSCI、A&HCI 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过3 篇以上学术论文。

社会工作、行为分析与治

疗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发表在最优刊物上的学术

论文（或2篇发表在国际二类<或SSCI>以上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5.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环境与风险的社会研究、

社会学理论、政治社会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3.参加过纵向或横向科研课题的研究；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过1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参加编写公开出版的教材、专著10

万字以上。

农村社会学

公共政策研

究院
公共政策 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发表在最优刊物上的学术

论文（或2篇发表在国际二类<或SSCI>以上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5.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社会学

公共事务学

院

社会学与社

会工作系

社会工作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公共政策 副教授 1

心理学 副教授 1

公共政策 助理教授 3

心理学 助理教授 2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备指导硕、博学生的能力；

3.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4.在本学科领域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论文。

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

研发 语料库语言学 数据

挖掘

副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3.主持过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

4.在本学科领域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论文。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研发 语

料库语言学 数据挖掘

助理教授 1

1.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2.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学改革项目的研究工作；

3.发表过1篇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金融 会计 计算机科学 数

学  对外汉语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3.参加过纵向或横向科研课题的研究；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过1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参加编写公开出版的教材、专著10

万字以上。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具有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

的发展动态；

3.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4.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5.在本学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含SSCI、A&HCI 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过3 篇以上学术论文。

对外汉语华文系
海外教育学

院

公共政策研

究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6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者优先考虑；

2.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近5年内，在厦大一类核心刊物发表5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或

取得同等高水平成果，其中至少3篇最优刊物或2篇国际二类（或SSCI）刊物上的学

术论文；

4.近5年内，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或同等条件的重要课题；

5.原则上须具有一年以上相关学科领域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6.在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学科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助理教授 10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一年以上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2.近3年内，在厦大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3.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4.具有合格的思政课教育教学能力。

音乐学、舞蹈

学
副教授 4

1.具有海内外本学科最高学位，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或知名高校、专业院所任教经历

者优先考虑；

2.高层次人才，在国际、国内相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

3.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较强的科研潜质与能力；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音乐学与舞蹈学（含理

论）

钢琴 助教 1

1.具有欧美知名音乐院校钢琴或钢琴伴奏专业最高学位（所在国最高学位）；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和较强的教学能力；

3.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有丰富的钢琴伴奏社会与教学实践能力和经验，能胜任音乐

系伴奏、艺术指导课程；

4.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优先考虑：（1）曾在国际比赛中获奖；（2）举办过个人独奏

音乐会或具有丰富的钢琴伴奏工作经验；（3）可以运用1门外国语进行学术交流。

钢琴伴奏

（艺术指导）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艺术学院 音乐系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中

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中共党史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艺术管理 助理教授

1.具有艺术管理及相关学科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毕业者优先考虑；

2.在艺术管理方面有较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并取得一定成果，有突出成绩者优先考

虑；

3.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和较强的教学能力；

4.能胜任艺术管理有关的教学及科研任务，掌握艺术市场运营理论知识及本学科最新

的海内外发展动态。

艺术管理、艺术类公共课

音乐学 助教

1.具有海内外本学科最高学位，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或知名高校、专业院所任教经历

者优先考虑；

2.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和较强的教学能力；

3.具有大学公共课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艺术管理、艺术类公共课

油画 教授 1

1.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和较强的教学能力；

2.近五年获得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并具有参加重要专业展览经历；作品获奖

者优先；

3.在本专业上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经验；

4.具有知名高校、专业院所教师从业经历者优先考虑。

油画

国画 教授 1

1.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知名高校、

专业院所任教经历者优先考虑；

2.近五年获得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并具有参加重要专业展览经历；作品获奖

者优先；

3.在本专业上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经验。

国画（书法）

油画 助教 1

1.具有本学科最高学位，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较强的教学能力；毕业于国内

外知名高校；

2.在校学习期间或工作期间，需具有参加重要专业展览经历，作品获重要奖项者优先

。在本专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经验。

油画

国画 助教 1

1.具有本学科最高学位，国内毕业院校为知名高校；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和较强的教学能力；

3.在校学习期间或工作期间，具有参加重要专业展览经历；作品获重要奖项者优先。

在本专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经验。

国画

理论 助理教授 1

1.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较强的教学能力；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或

知名高校、专业院所教师任教经历者优先考虑；

2.已发表1篇及以上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

第一作者），且有省级及以上课题研究成果，并取得1项同等水平或及以上的学术成

果；有国家重大课题者优先考虑。

美术理论

美术系

艺术教学部

艺术学院

1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设计系 环境艺术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本学科最高学位，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或知名高校、专业院所教师任教

经历者优先考虑；

2.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3.在校学习或工作期间，需具有参加重要专业展览或专业设计的经历；作品获奖者优

先。在本专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经验。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理  论 助理教授 1

1.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和较强的教学能力；有国外学习工作

经历或知名高校、专业院所教师任教经历者优先考虑；

2.已发表1篇及以上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或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

第一作者），且有省级及以上课题研究成果，并取得1项同等水平或及以上的学术成

果；有国家重大课题者优先考虑。

设计理论

环境艺术 助教 1

1.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科研潜质与能力和较强的教学能力；具有本学科最高

学位，国内外毕业院校为知名高校；

2.在本专业上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经验、需具有参加重要专业展览经历，作品获

重要奖项者优先；

3.能胜任我院环境艺术设计的课程教学任务。

室内设计

高等教育学 教授 1 高等教育学

教育史 教授 1 教育史

比较教育学 教授 1 比较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副教授 1 高等教育学

教育经济与管

理
副教授 1 教育经济与管理

1.具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本学科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

2.具有本学科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海内外的

发展动态，能够承担研究生教学及科研工作；

3.是某一学科领域教学科研带头人或骨干，并对该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书育

人等做出较大贡献；

4.科研方面成果突出，居本学科前沿；

5.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

1.具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本学科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

2.具有本学科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海内外的

发展动态，能够承担研究生教学及科研工作；

3.是某一学科领域教学科研骨干，并对该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书育人等做出

一定贡献；

4.科研方面成果突出，居本学科先进水平；

5.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

设计系

教育研究院

艺术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育史 助理教授 1 教育史

比较教育学 助理教授 1 比较教育学

教育经济与管

理
助理教授 1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 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具有教育学学科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海内

外的发展动态，能够承担本学科教学及科研工作；

3.是本学科领域教学科研带头人或骨干，并对该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等做出较大贡献；

4.科研成果突出，居本学科前沿，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5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

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3篇最优学术论文；

5.具备主持重大高等教育科研项目的能力、国际交流的能力和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及

丰富的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经验。

教育学

教育学、心理

学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具有教育学或心理学学科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

学科海内外的发展动态，能够承担本学科教学及科研工作；

3.是本学科领域教学科研骨干，并对该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做出一

定贡献；

4.具备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与能力，科研成果突出，居本学科先进水平，在一类核心

刊物上发表3篇及以上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5.外语水平高，有出国学习经历；

6.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及丰富的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经验。

教育学、心理学

教育学、心理

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博士后研究经历；

2.具有教育学或心理学学科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

学科海内外的发展动态，能够承担本学科教学及科研工作；

3.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4.外语水平和基本素质高，有出国学习经历；

5.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及丰富的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经验。

教育学或心理学

1.具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本学科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

2.具有本学科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海内外的

发展动态，能够承担研究生教学及科研工作；

3.具有独立开展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4.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

教师发展中

心

教育研究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优先考虑；

2.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3.出版1部学术专著20万字以上（不累计；若累计，须25万字以上）；

4.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过5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3篇最优刊物论文；

5.能胜任学校和研究院规定的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任务等。

政治、经济、历史、文学

、法律、教育等

副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优先考虑；

2.主持过省部以上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3.出版学术专著15万字以上（不累计；若累计，须20万字以上）；

4.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过3篇以上学术论文；

5.能胜任学校和研究院规定的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任务等。

政治、经济、历史、文学

、法律、教育等

政治、经济、

教育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优先考虑；

2.有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相关研究及教学经验。
政治、经济、教育

国际关系 教授 1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专门史 教授 1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世界经济 教授 1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专门史 副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取得同等水平的其他学术成果

（含教学成果），科研成果显著者、能开设专业英语课程者优先；

3.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4.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国际关系 助理教授 2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专门史 助理教授 1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世界经济 助理教授 2
亚太、东南亚、

华侨华人领域

政治、经济、

历史、文学、

法律、教育等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是该学科领域内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3.出版1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15万字以上）；

4.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过4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3篇最优刊物论文；

5.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6.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领导和协调能力及较丰富的管理经验。

国际关系学

院/南洋研

究院

台湾研究院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本硕博的教育背景中至少

有两段在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学习经历；

2.3篇二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科研成果显著者、能开设专

业英语课程者优先；

3.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西方经济学、

金融学、数量

经济学、劳动

经济学、统计

学等

教授 4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

工作经历；

2.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已获得达到国际或国内前沿水平的一流学术成果，并能继续在

国内最优刊物或国际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能够成为所在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4.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理论课的教学经历，有指导博士研究

生的能力，教学效果优良。

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数

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统计学等

西方经济学、

金融学、数量

经济学、劳动

经济学、统计

学等

副教授 6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

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已获得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具有在国内最优刊

物或国际一流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

3.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优良。

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数

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统计学等

西方经济学、

金融学、数量

经济学、劳动

经济学、统计

学等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具有较强科研能力；

3.海外博士要求能全英文教学；国内毕业博士能用全英文教学者优先考虑。

4.海外博士要求能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国内博士要求能够在国内顶尖学术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能够或有潜力在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发表文章。

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数

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统计学等

财务学 教授 1 财务学

会计学 教授 1 会计学

财务学 副教授 1 财务学

会计学 副教授 1 会计学

财务学 助理教授 2 财务学

会计学 助理教授 3 会计学

1.具有欧美及新加坡、香港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最近5年内，在国际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3篇及以上的学术论文；

3.主持过国家级或部级科研课题；

4.系统地讲授过本学科2门及以上的课程。

1.具有欧美及新加坡、香港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已正式发表2篇工作论文，具备在学院认可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潜力。

王亚南经济

研究院

财务管理与

会计研究院

1.具有欧美及新加坡、香港高校、科研院所或商学院博士学位；

2.最近5年内，在国际二类核心刊物上发表10篇及以上的学术论文；

3.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4.系统地讲授过本学科3门及以上的课程。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体育教育与运

动训练
助教 4

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应聘助教年龄不超过28周岁；

2.热爱体育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体育教学科研能力；

3.能够独立承担群体竞赛活动、指导体育社团工作；

4.有丰富的本项目运动训练经历，乒乓球应聘者应取得取得国家运动健将运动等级，

其他项目应具备高水平运动队教练潜质。

帆船、户外拓展与定向越

野、棒垒球、乒乓球

国防教育学 副教授 1

1.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2.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3.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参与过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

（排名前2）；或参与过国家级科研课题（排名前3）；或主持过科研课题且累计到

校各类科研经费20万元及以上；

4.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3篇学术论文或专著、获奖等其他同等水平成果（独立完成

或第一作者，其中至少2篇一类核心刊物学术论文)。

国防教育学

汉语国际推

广南方基地
讲师、助教 5

1.具有博士学位或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毕业的优秀硕士，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博士优先考虑；语言类或对外汉语专业优先考虑；

2.汉语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含）以上，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3.具有两年（含）以上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的经历，热爱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5.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

6.在国外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期间曾获得表彰的优先考虑。

语言类、对外汉语

教授 4

1.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任职者优先考虑；

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对海外学者不

列基金要求)，取得过公认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3.在本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并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特别

是统计学、精算学方向）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运筹学

助理教授 5

1.除统计学、精算学外，均要求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研究经历。有

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2.具有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和学术发展潜能，取得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具有较

好的教学能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特别

是统计学、精算学方向）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运筹学

体育教学部

数学科学学

院

数学与应用

数学系、信

息与计算数

学系、概率

与数理统计

系

基础数学、应

用数学、计算

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概

率论与数理统

计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凝聚态物理 教授 1

低维凝聚态物理（包括低

维材料制备、物性研究）

、微纳磁学、纳米能源、

生物功能材料等（实验方

面优先）

光学 教授 1

微纳光学、量子光学、物

质与光相互作用等（实验

方面优先）

微电子与固体

电子学
教授 1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物

理电子学（实验方面优

先）

凝聚态物理 副教授 1

低维凝聚态物理（包括低

维材料制备、物性研究）

、微纳磁学、纳米能源、

生物功能材料等

 

微电子与固体

电子学
副教授 1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物

理电子学
 

凝聚态物理 助理教授 1

低维凝聚态物理（低维材

料制备、物性研究）、微

纳磁学、纳米能源、生物

功能材料等（实验方面优

先）

光学 助理教授 1

微纳光学、量子光学、物

质与光相互作用等（实验

方面优先）

理论物理 助理教授 2 理论物理、凝聚态理论

微电子与固体

电子学
助理教授 1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物

理电子学（实验方面优

先）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

虑；

2.具有独立科研工作经验，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承担过科研课题，具备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以上海外科研经

历；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具备较好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在本学科领域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有影响

力文章。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特聘教

授、千人计

划（青年人

才）等人才

项目。

物理学系

1.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4年以上海外科研

工作经历或2年以上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研究经历；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具备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

力；

3.在本学科领域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文章，有较大学术影响力；

4.有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者优先考虑。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软物质与功能

材料
助理教授 1

1.国内博士应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具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参与或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3.具有物理化学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以第一作者发表过5篇及以上SCI期刊论文

（JCR一区至少3篇，至少1篇影响因子超10）；

4.具有结晶及界面相关研究经历；

5.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晶体结晶成核,  界面抗冻

软物质与功能

材料
助理教授 1

1.国内博士应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具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参与或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3.具有机化学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以第一作者发表过7篇及以上SCI期刊论文（JCR

一区至少5篇，至少3篇影响因子超过10）；

4.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生物或柔性材料功能化

天体物理 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具备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在本学科领域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论

文。

高能天体物理、星系形成

与演化、宇宙大尺度结构

、系外行星探测

若符合条件，

可推荐申报特

聘教授、千人

计划(青年人

才)等人才项目

。

天体物理 副教授 1

天体物理 助理教授 1

无线电物理 教授 1

磁共振波谱与成像、半导

体照明、科学仪器研制与

开发、生物医学电子学

物理电子学 教授 1

磁共振波谱与成像、半导

体照明、科学仪器研制与

开发、生物医学电子学

电磁场与微波

技术
教授 2

电磁场、微波技术、地球

物理、声学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

电磁场与微波

技术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2年及以上博士后经历

。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具备较好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在本学科领域重要刊物上发表过有创见性的论

文。

磁共振波谱与成像、半导

体照明、科学仪器研制与

开发、生物医学电子学、

电磁场、微波技术、地球

物理、声学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具备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在本学科领域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论

文。

高能天体物理、星系形成

与演化、宇宙大尺度结构

、系外行星探测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特聘教

授、千人计

划（青年人

才）等人才

项目。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

工作经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多年独立科研工作经验；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

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承担过重要科研课题。 

天文学系

电子科学系

物理学系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航空宇航科学

技术
教授 2

1.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

历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具有3年海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

历；

4.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5.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文章；

6.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带头人，能够组织和领导队伍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飞行器设计、流体动力学

、飞行器动力学和控制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长江学

者、特聘教

授等人才项

目。

航空宇航科学

技术
副教授 2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业绩特别突出者可放宽至40周岁；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中级职务3年以上；

4.海外应聘者获博士学位后应具有2年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历；

5.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或者研究成果在航空领域的工程应用中

取得显著成果。

飞行器设计、流体动力学

、飞行器动力学和控制

航空宇航科学

技术
助理教授 1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要求有3年以上航空航天领域相关工作背景；

4.有参与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

5.能够独立申请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

飞行器设计、流体动力学

、飞行器动力学和控制

动力工程系
航空宇航推进

理论及工程
教授 2

1.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

历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具有3年海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

历；

4.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5.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文章；

6.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带头人，能够组织和领导队伍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航空发动机流动与燃烧，

航空发动机叶轮机设计，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航空

航天结构与材料设计

若符合千人

计划、长江

学者、特聘

教授申报条

件，可推荐

申报。

航空航天学

院

飞行器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航空宇航推进

理论及工程
副教授 2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业绩特别突出者可放宽至40周岁；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中级职务3年以上；

4.海外应聘者获博士学位后应具有2年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历；

5.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或者研究成果在航空领域的工程应用中

取得显著成果。

航空发动机流动与燃烧，

航空发动机叶轮机设计，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航空

航天结构与材料设计

航空宇航科学

技术
助理教授 1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要求有3年以上航空航天领域相关工作背景；

4.有参与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

5.能够独立申请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

航空发动机流动与燃烧，

航空发动机叶轮机设计，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航空

航天结构与材料设计

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
教授 1

1.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

历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具有3年海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

历；

4.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5.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文章；

6.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带头人，能够组织和领导队伍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微纳制造、传感器等相关

研究方向

若符合千人

计划、长江

学者、特聘

教授申报条

件，可推荐

申报。

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
副教授 1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业绩特别突出者可放宽至40周岁；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中级职务3年以上；

4.海外应聘者获博士学位后应具有2年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历；

5.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或者研究成果在航空领域的工程应用中

取得显著成果。

微纳制造、传感器等相关

研究方向

航空航天学

院

机电工程系

动力工程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电气工程 教授 1

1.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

历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具有3年海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

历；

4.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5.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文章；

6.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带头人，能够组织和领导队伍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智能电网与能量管理、电

力电子控制技术

若符合千人

计划、长江

学者、特聘

教授申报条

件，可推荐

申报

仪器科学与技

术、电气工程
副教授 1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业绩特别突出者可放宽至40周岁；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中级职务3年以上；

4.海外应聘者获博士学位后应具有2年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历；

5.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或者研究成果在航空领域的工程应用中

取得显著成果。

航空电源技术、智能感知

与测控技术，智能电网与

能量管理；电力电子控制

技术

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

动化装置

教授 1

1.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

历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具有3年海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经

历；

4.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5.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文章；

6.作为一个学科方向带头人，能够组织和领导队伍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控制理论与应用、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若符合千人

计划、长江

学者、特聘

教授申报条

件，可推荐

申报

系统工程、模

式识别与智能

系统

助理教授 1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2.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3.要求有3年以上航空航天领域相关工作背景；

4.有参与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

5.能够独立申请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6.在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

控制理论与应用、复杂运

动控制技术、数据挖掘或

过程控制、模式识别与人

工智能、复杂网络与智能

决策

航空航天学

院

仪器与电气

系

自动化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化学系 化学
教授或副教

授
5

1.教授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副教授不超过35周岁；

2.符合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要求；或已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或已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青年千人计划。

催化（多相催化，光催化

先)、生物电化学、理论与

计算化学（反应动力学与

统计力学或复杂体系理论

模拟方向优先）、高分子

物理与化学（高分子合成

方法学优先）、分析化学

（质谱分析优先)。以上研

究方向各一人。

千人计划

（含青年人

才项目）、

特聘教授

化学生物

学系
化学生物学 教授 1

1.年龄不超过38周岁；

2.符合青年千人计划申报条件。
生物合成化学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教授 1
1.学科带头人；

2.具有申报青年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的实力。
能源、材料化工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教授 1
1.学科带头人；

2.具有申报青年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的实力。
生物化学、生物化工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教授 3 符合学校和化学系教授任职条件

副教授 2 符合学校和化学系副教授任职条件

教授 2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作为学科一个重要方向的学术带头人，能够组织和领导队伍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

作；

3.具有成为本领域杰出学者或专家的潜力；

4.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生物材

料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

助理教授 4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掌握扎实、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已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

3.具备完成教学工作任务的能力和兴趣。

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生物材

料

化学化工学

院

材料学院

化学系和化

学工程与生

物工程系

化学和化学

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

技术

化学工程与

生物工程系

材料科学与

工程系、生

物材料系

高分子材料、

材料物理与化

学、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

程、生物医学

工程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细胞生物学 教授 1 细胞生物学等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教授 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

细胞生物学 副教授 1 细胞生物学等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副教授 1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

细胞生物学 助理教授 2 细胞生物学等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助理教授 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两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的优先

考虑；

2.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上发表系列论文5篇及以上（第一或者通讯作

者，JCR二区及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国家级和重要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海洋生物科学、

海洋生物技术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副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一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者优先

考虑；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ISTP）上发表系列论文3篇以上（第一或通讯作

者，JCR三区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海洋生物科学、

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生物科

学与技术系
海洋生物学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青年人才

项目等。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科研经历

者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在本学科领域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论文。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科研经历

者优先考虑；

2.在本学科领域进行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在本学科领域的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过系列论文；

4.具备较为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

1.原则上年龄在32周岁及以下。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海外知名高校、研究所博士后研

究经历者优先考虑；

2.具备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参与过课题项目研究；

3.在本学科领域较好的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

生命科学学

院

海洋与地球

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海洋化学与

地球化学系
海洋化学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两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的优先

考虑；

2.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上发表系列论文5篇及以上（第一或者通讯作

者，JCR二区及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国家级和重要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海洋化学或地球化学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两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的优先

考虑；

2.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上发表系列论文5篇及以上（第一或者通讯作

者，JCR二区及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国家级和重要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物理海洋学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副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一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者优先

考虑；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ISTP）上发表系列论文3篇以上（第一或通讯作

者，JCR三区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物理海洋学

应用海洋物

理与工程系
海洋物理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两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的优先

考虑；

2.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上发表系列论文5篇及以上（第一或者通讯作

者，JCR二区及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国家级和重要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物理海洋学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海洋与地球

学院

物理海洋学

系
物理海洋学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两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的优先

考虑；

2.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上发表系列论文5篇及以上（第一或者通讯作

者，JCR二区及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国家级和重要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沉积学、沉积地球化学、

输沙、地震地层学、沉积

物声学、岩土工程、遥感

以及沉积物运移和沉积数

值模拟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副教授 2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一年及以上博士后研究经历；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者优先

考虑；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ISTP）上发表系列论文3篇以上（第一或通讯作

者，JCR三区以上至少2篇）；

4.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

5.表现出较好的教学水平。

沉积学、沉积地球化学、

输沙、地震地层学、沉积

物声学、岩土工程、遥感

以及沉积物运移和沉积数

值模拟

环境科学 教授 1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环境

生态学

生态学 教授 1

全球变化生态学（优先领

域：湿地碳循环与固碳）

、景观生态学与区域生态

规划

环境生态工程 教授 1

水环境技术和工程、湿地

生态工程、环境与生态工

程设计

环境科学 助理教授 2

环境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

学、水环境动力学、环境

遥感和模拟、环境生态学

、海岸带环境管理

生态学 助理教授 2

生态系统生态学（优先领

域：湿地生态系统、海洋

生态系统、生态建模）、

动物生态学（优先领域：

湿地底栖动物生态）、遗

传与进化生态学（优先领

域：数量或群体遗传学与

系统进化）

千人计划

（含青年人

才项目）、

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

1.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知名高校相关学科领域工作经历或博士后研究经

历；

2.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近五年在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及以上被SCI收

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其中JCR二区及以上至少3篇）；

3.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在本学科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4.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1.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知名高校相关学科领域工作经历或博士后研究经

历；

2.近五年，已发表至少3篇本学科主流学术刊物的SC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

作者），其中JCR二区及以上至少1篇。

海洋与地球

学院

地质海洋学

系
海洋地质学

环境与生态

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环境与生态

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助理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1年以上海外知名高校相关学科领域工作经历或博士后研究经

历；

2.近五年，已发表至少3篇本学科主流学术刊物的SC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

作者），其中JCR二区及以上至少1篇。

生态修复工程（优先领

域：人工湿地、湿地生态

工程或土壤修复）、固体

废物资源化、生态环境规

划设计、海洋污染治理与

高级氧化治理工程、大气

污染控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教授 3

1.符合我校特聘教授的任职条件；

2.已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优异成就，已在本学科一流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系列

论文，具有优异的指导研究生和授课的能力；

3.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或已完成重大的科学研究项目；

4.具有优异的团队带领及学科规划能力；

5.欢迎母语非中文且英语水平高者应聘。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所有领

域

千人计划、

特聘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
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

2.已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优秀成果，已在本学科JCR分区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

系列论文，具有优秀的指导研究生和授课的能力；

3.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或已完成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

4.具有优良的团队带领及学科发展能力；

5.欢迎母语非中文且英语水平高者应聘。

计算机系统软件、操作系

统、计算理论、云计算、

大数据处理与数据挖掘、

高性能算法、并行与分布

式算法、软件工程、图形

学与数据可视化、复杂系

统的科学计算、大规模数

据库等

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
助理教授 4

1.具有博士学位，一般应具有博士后工作经历。

2.已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优良成就，已在本学科JCR分区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

至少4篇论文(2区或以上至少1篇)；

3.具有优良的指导学生和授课的能力；

4.欢迎母语非中文且英语水平高者应聘。

计算机系统软件、操作系

统、计算理论、云计算、

大数据处理与数据挖掘、

高性能算法、并行与分布

式算法、软件工程、图形

学与数据可视化、复杂系

统的科学计算、大规模数

据库等

计算机系统结

构、计算机网

络

教授 3

1.具有博士学位；

2.已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优秀成果，已在本学科JCR分区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

系列论文，具有优秀的指导研究生和授课的能力；

3.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或已完成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

4.具有优良的团队带领及学科发展能力；

5.欢迎母语非中文且英语水平高者应聘。

计算机网络、物联网、大

规模数据存储与管理、 移

动计算、计算机系统结构

、嵌入式计算系统等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

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计算机科学

系

计算机系统结

构、计算机网

络

助理教授 3

1.具有博士学位，一般应具有博士后工作经历；

2.已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优良成就，已在本学科JCR分区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

至少4篇论文(2区或以上至少1篇)；

3.具有优良的指导学生和授课的能力；

4.欢迎母语非中文且英语水平高者应聘。

计算机网络、物联网、大

规模数据存储与管理、 移

动计算、计算机系统结构

、嵌入式计算系统等

智能系
智能科学与技

术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者优先；

2.已在本学科领域发表4篇及以上JCR期刊论文(JCR二区及以上至少2篇）且顶级国际

会议论文至少1篇。

人工智能机器应用、仿脑

计算、机器学习、计算机

视觉、大数据、自然语言

处理等等

计算机科学

系
网络空间安全 教授 3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和二年以上海外工作经历；

2.境内应聘者近五年内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上项

目，或973,863等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

3.已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优秀成果，已在本学科JCR分区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

系列论文，发表10篇以上一作或通信作者SCI论文，包括5篇以上JCR-3区论文；且顶

级国际会议论文至少1篇。

密码学、系统安全、网络

安全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长

江学者青年

项目、特聘

教授

计算机科学

系
网络空间安全 助理教授 5

密码学、系统安全、网络

安全、数字取证

电子工程系 电路与系统 助理教授 1 集成电路及系统应用

信号与信息处

理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应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

2.已在本学科领域发表4篇及以上JCR期刊论文(JCR三区及以上至少2篇）且顶级国际

会议论文至少1篇；

3.来校工作期间需去马来西亚分校工作一年。

卫星导航、对地观测及成

像、无线通信、水声通信

信号与信息处

理
教授 1

1.具有信号与信息处理或相近领域的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

虑；

2.有较强的科研基础，能发挥领军作用。主持或作为第一合作者参与过1项及以上“

863“、“973”等国家级科研课题，或至少主持过1至2项国家级纵向科研课题，或

重大横向科研课题的研究；

3.已发表5篇及以上被EI杂志或SCI杂志(第一或者通讯作者，JCR二区及以上至少3篇)

收录的学术论文。

卫星导航、对地观测及成

像、无线通信、水声通信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教授 4

1.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

2.已发表5篇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3.主持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及以上科研课题 ，在本学科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力；

4.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数据库及数据挖掘、嵌入

式系统、模式识别及图像

处理、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技术及应用等

通信工程系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

2.已在本学科领域发表4篇及以上JCR期刊论文(JCR三区及以上至少2篇）且顶级国际

会议论文至少1篇。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副教授 2

1.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2.已发表3篇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3.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参与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4.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助理教授 2

1.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2.已发表1篇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3.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教授 3

1.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

2.已发表5篇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3.主持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及以上科研课题 ，在本学科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力；

4.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计算机动漫、网络游戏、

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等

副教授 4

1.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2.已发表3篇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3.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参与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4.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计算机动漫、网络游戏、

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等

助理教授 2

1.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2.已发表1篇核心刊物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3.能够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计算机动漫、网络游戏、

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等

建筑设计及其

理论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具有1年及以上(可累计）海外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工作经历。本科毕

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开设建筑设计理论课，指导研究生的设计课，能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有丰富的建

筑设计实践经验。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建筑历史与理

论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具有丰富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经验，能开设中国建筑历史、中国园林及民居类课

程。

中国建筑史

建筑设计及其

理论
副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优先，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有科研工作经验，有一定设计实践经验，指导设计课程，具有较丰富的教学工作经

验。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建筑历史与理

论
助理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优先，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具有一定科研工作和建筑设计实践经验，能开设西方建筑历史类课程。
西方建筑史

建筑技术 助理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优先，本科毕业院校须为知名高校；

2.能开设建筑物理（声、光、热）等课程，对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等课题有较深入研

究。

建筑物理、生态建筑学

数据库及数据挖掘、嵌入

式系统、模式识别及图像

处理、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技术及应用等

软件学院

数字媒体工

程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建筑系
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城乡规划学 教授 1

1.具有城乡规划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第一学历为国内通过相关专业评估的知名高

校；

2.能够担任城乡规划设计、管理、研究等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城市规划与设计

城乡规划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城乡规划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能够较好地胜任城乡规划设计教学科研任务，具有较大的专业发展潜力。
城乡规划或相关方向

结构工程(及力

学) 、土木工

程

教授 1

1.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或1年及以上的科研工作经历；

2.有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经历， 发表过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有大型工程项目

经验优先。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桥

梁工程、工程管理等

结构工程(及力

学) 、岩土工

程、土木工程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2.有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桥

梁工程、岩土工程、工程

管理等

结构工程(及力

学) 、土木工

程

助理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国内博士须具有1年及以上海外科研经

历；

2.有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能够申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

钢结构、结构抗震抗风、

防灾减灾、桥梁工程、工

程管理等方向

病理生理学 教授 1

病理学 教授 1

组织胚胎学 教授 1

人体解剖学 教授 1

免疫学 副教授 2

生理学 副教授 2

人体解剖学 副教授 2

细胞生物学 助理教授 1

遗传学 助理教授 1

病理生理学 助理教授 1

病理学 助理教授 1

免疫学 助理教授 1

人体解剖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临床医学学士背景，基础医学相关学科博士学位；

2.符合学校和学院副教授的任职条件；

3.有实验研究的经历，能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并有优良的科研论文发表；

4.具有优秀的演讲和写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强的事业心。

1.具有临床医学学士背景，基础医学相关学科博士学位；

2.符合学校和学院助理教授的任职条件；

3.有实验研究的经历，能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并有优良的科研论文发表；

4.具有优秀的演讲和写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强的事业心。

1.具有临床医学学士背景，基础医学相关学科博士学位；

2.符合学校和学院教授的任职条件；

3.有实验研究的经历，能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并有优良的科研论文发表；

4.具有优秀的演讲和写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强的事业心。

基础部医学院

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

城市规划系

土木工程系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神经生物学 教授 1
1.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知名高校、 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学科带头人，或具有申报青年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的实力。

神经生物学、神经系统疾

病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青年人才

。

神经生物学 副教授 2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在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获得博士学位，国内博士应有

1年以上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2.具备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和指导学生能力；

3.在本学科领域较好的SCI刊物发表过系列研究性论文。

神经生物学、神经系统性

疾病

神经生物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研究所博士后研究经历者优先考虑；

2.具备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参与过课题项目研究；

3.在本学科领域较好的SCI期刊发表过研究性论文。

干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

学

教授 2

1.学科带头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护理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能及时掌握本学

科海内外的发展动态，并积极领导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2.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3.有临床护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4.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者优先。

副教授 1

1.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者优先；

2.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3.有临床护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助理教授 1

1.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者优先；

2.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能力和良好的科研培训经历。

3.有临床护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教授 1
1.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2.具有2年以上国外博士后研究经历。
视网膜疾病

副教授 1
1.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2.具有2年以上国外博士后研究经历。
视网膜疾病

助理教授 1
1.细胞生物学或分子生物学专业毕业；

2.具有2年以上国外博士后研究经历。
干细胞

护理系 护理学

眼科研究

所，眼视光

学系

眼科学

医学院

神经所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抗癌研究中

心
抗癌研究 助理教授 2

1.以第一作者发表过一篇以上抗癌研究相关的SCI论文；

2.有良好的英语阅读写作及听说交流能力；

3.符合学校和学院助理教授的任职条件；

4.具有2年以上抗癌研究博士后经历优先考虑。

抗癌研究

副教授 1

1.在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国内一类中医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具有较突出

的相关学科专业背景；

2.具备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近3年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同等级别课

题；

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发表至少1篇JCR二区学术论文或2篇JCR三区学术论

文；

4.已获得医师资格证书；

5.具备完成教学工作任务的能力和兴趣，能够承担中医药学主干课程讲授任务，具有

丰富的教学经验者优先考虑，外语能力优秀者优先考虑。

中医学基础、临床（含针

灸）或方药研究

助理教授 2

1.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国内一类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或2年以上博士后

工作经历；

2.具备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研究；

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发表至少1篇SCI论文；

4.已获得医师资格证书；

5.具备完成教学工作任务的能力和兴趣，外语能力优秀者优先考虑。

中医学临床（含针灸）、

基础或方药研究

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药学等相关学科博士学位，具有3-5年海外相关领

域科研机构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多年独立科研工作经验，可以担任PI；

3.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4.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药理学、化学生物学 千人计划

副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经验；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

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4.在高水平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被SCI收录的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药理学、化学生物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

2.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3.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SCI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4.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药理学、化学生物学

医学院

中医系
中医学、中药

学

药学院
药理学与化学

生物学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药学等相关学科博士学位，具有3-5年海外相关领

域科研机构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多年独立科研工作经验，可以担任PI；

3.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4.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药物化学、药物信息学 千人计划

副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经验；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

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4.在高水平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被SCI收录的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药物化学与药物信息学

助理教授 3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

2.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3.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SCI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4.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药物化学、药物信息学

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药学等相关学科博士学位，具有3-5年海外相关领

域科研机构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多年独立科研工作经验，可以担任PI；

3.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4.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药剂学、药物分析学 千人计划

副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经验；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在

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3.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型科研课题的研究；

4.在高水平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被SCI收录的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药理学、化学生物学

助理教授 2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

2.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参与过科研课题或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

3.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SCI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第一或者通讯作者）；

4.具有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药剂学、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药剂学与药物

分析学

药物化学与药

物信息学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教授 2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及以上职

务者优先考虑；

2.学风严谨，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

良好的海内外大中型科研项目主持经验者优先，从事公共卫生现场科研方向者优先，

从事老年公共卫生研究方向者优先考虑；

3.能够组织起有科研竞争力的独立课题组，并能承担公共卫生主干课程的部分教学任

务。

传染病流行病学、慢病、

流行病学、队列研究、环

境因素与健康、营养因素

与健康、食品安全、妇幼

保健与公共卫生、老年公

共卫生等

若符合条

件，可推荐

申报千人计

划（含青年

人才项目）

。

副教授 4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及以上职

务者优先考虑；

2.学风严谨，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

良好的海内外大中型科研项目主持经验者优先，从事公共卫生现场科研方向者优先，

从事老年公共卫生研究方向者优先考虑；

3.具备较为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并能承担公共卫生主干课程的部分教学

任务。

传染病流行病学、慢病、

流行病学、队列研究、环

境因素与健康、营养因素

与健康、食品安全、妇幼

保健与公共卫生、老年公

共卫生等

助理教授 3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助理教授及以上

职务者优先考虑；

2.学风严谨，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

良好的海内外大中型科研项目主持经验者优先，从事公共卫生现场科研方向者优先，

从事老年公共卫生研究方向者优先考虑；

3.能够能承担公共卫生或实验医学学科主干课程的部分教学任务；具有较强的科研能

力，能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

传染病流行病学、慢病、

流行病学、队列研究、环

境因素与健康、营养因素

与健康、食品安全、妇幼

保健与公共卫生、老年公

共卫生等

公共卫生学

院
实验医学系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实验技

术、医学影像

技术、卫生检

验与检疫等

教授 3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及以上职

务者优先考虑；

2.学风严谨，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

良好的海内外大中型科研项目主持经验者优先，从事分子影像或转化医学研究方向者

优先考虑；

3.能够组织起有科研竞争力的相对独立研究方向，并能承担公共卫生或实验医学学科

主干课程的部分教学任务。

医学检验、卫生检验、卫

生检验检疫、生物制品与

制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分子病毒、分子影

像、光声成像研究、化学

或药学等

千人计划

（含青年人

才项目）

公共卫生学

院
预防医学系

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劳动

卫生与环境卫

生学、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

儿少卫生与妇

幼保健学、卫

生毒理学、社

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等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副教授 4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授及以上职

务者优先考虑；

2.学风严谨，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

良好的海内外大中型科研项目主持经验者优先，从事分子影像或转化医学研究方向者

优先考虑；

3.具备较为突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并能承担公共卫生或实验医学学科主干

课程的部分教学任务。

医学检验、卫生检验、卫

生检验检疫、生物制品与

制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分子病毒、分子影

像、光声成像研究、化学

或药学等

助理教授 4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助理教授及以上

职务者优先考虑；

2.学风严谨，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海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

良好的海内外大中型科研项目主持经验者优先，从事分子影像或转化医学研究方向者

优先考虑；

3.学风严谨，能承担公共卫生或实验医学学科主干课程的部分教学任务；具有较强的

科研能力，能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

医学检验、卫生检验、卫

生检验检疫、生物制品与

制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分子病毒、分子影

像、光声成像研究、化学

或药学等

教授 1

1.本领域同行公认、有杰出学术或科研成就的学者或专家；

2.主持承担过重要科研项目，能够持续申请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3.在本学科领域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或者有其它标志性的研究/技术转移成

果；

4.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5.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光伏材料、光伏器件、光

伏系统等

千人计划

（含青年人

才项目）

副教授 2

1.具有独立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和经历；

2.科研水平和能力达到国内同行的前列；

3.在本领域科研开发或技术转移中具有重要的、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4.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5.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光伏材料、光伏器件、光

伏系统等

助理教授 1

1.掌握扎实、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已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

2.具有成为本领域杰出学者或专家的潜力；

3.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4.具备完成教学工作任务的能力和兴趣。

光伏材料、光伏器件、光

伏系统等

能效工程 教授 1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或在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受聘副教

授及以上职务；

2.本领域国内或国际同行公认、有杰出学术或科研成就的学者或专家；

3.有标志性的研究开发或技术转移成果；

4.具备高效组织协同创新的能力；

5.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工业能效、建筑能效、交

通能效、能源经济与政策

等

公共卫生学

院
实验医学系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实验技

术、医学影像

技术、卫生检

验与检疫等

能源学院

光伏工程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位数
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才计划

能效工程 副教授 1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独立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和经历；

3.科研水平和能力必须达到国内同行的前列；

4.在本领域科研开发或技术转移中具有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5.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6.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工业能效、建筑能效、交

通能效、能源经济与政策

等

教授 1

1.系高层次人才，具有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留学经历；

2.在国内外学术界或者产业界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影响；

3.具备组织团队协同创新的能力。

电化学能源

教授 1

1.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具有博士学位及1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

2.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具有丰富的科研经历；

3.以第一作者或独立通讯作者在如Nature、Science、Angew Chem（含子刊）等

顶级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优先考虑；

4.近五年内需有较为突出的科技成果，且具有较大的潜力。

生物质能源化工

副教授 1

1.具有独立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和经历；

2.科研水平和能力必须达到国内同行的前列；

3.在本领域科研开发或技术转移中具有重要的、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4.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能源化工

助理教授 1

1.具有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科研院所博士学位，具有留学经历或者博士后经历；

2.第一作者发表与学科密切相关的SCI论文不少于4篇（其中JCR1区及以上不少于2

篇）；若以第一作者在如Nature、Science（含子刊）等顶级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则

不受论文数量的限制。

电化学能源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具有博士学位及1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具有1年以上博后研究

经历；

2.5年内以第一作者发表与学科密切相关的SCI论文不少于4篇（其中JCR2区以上不少

于2篇）；若以第一作者在如Nature、Science、Angew Chem（含子刊）等顶级刊

物上发表过论文，则不受论文数量的限制。

3.有较为突出的科技成果，且具有较大的潜力。

生物质能源化工

核工程与材料 教授 2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本领域国内或国际同行公认、有杰出学术或科研成就的学者或专家；

3.有标志性的研究开发或技术转移成果；

4.具备高效组织协同创新的能力；

5.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核电先进数字化仪控技术

领域、核燃料与循环

能源学院
能源化工



学院 系（所） 学科 拟聘职务
招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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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研究方向

拟依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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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程与材料 副教授 2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独立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和经历；

3.科研水平和能力必须达到国内同行的前列；

4.在本领域科研开发或技术转移中具有重要的、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5.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6.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研发极端环境核应用材料

、核电先进数字化技术，

开发先进核能系统、核能

应用技术和工艺等

核工程与材料 助理教授 1

1.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博士优先考虑；

2.具有参与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和经历；

3.科研水平和能力必须达到国内同行的前列；

4.具有国内外公认的科研成果；

5.具备协同创新能力;

6.能圆满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核燃料与循环、研发极端

环境核应用材料、核电先

进数字化技术，开发先进

核能系统、核能应用技术

和工艺等

微电子学与固

体电子学
教授 1 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能够成为学术带头人。 微纳传感技术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能源化工 教授 1 科研成果突出，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能够成为学术带头人。 新能源
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项目

微电子学与固

体电子学
副教授 1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具有石墨烯、碳纤维等研究经验的

优先考虑。
微纳传感技术

电路与系统 副教授 2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 微纳传感技术、物联网

能源化工 副教授 3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具有石墨烯、碳纤维等研究经验的

优先考虑。
新能源

光伏工程 副教授 1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具有石墨烯、碳纤维等研究经验的

优先考虑。
太阳能光伏材料与电池

微电子学与固

体电子学
助理教授 1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具有石墨烯、碳纤维等研究经验的

优先考虑。
微纳传感技术

能源学院

萨本栋微米

纳米科学技

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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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与系统 助理教授 1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 微纳传感技术、物联网

能源化工 助理教授 1
科研能力强，成果突出；具备产业化能力与技术，具有石墨烯、碳纤维等研究经验的

优先考虑。
新能源

实验动物中

心
生物学 助理教授 1

1.具有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生物医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

作；

2.符合厦门大学助理教授职务的任职条件；

3.具有丰富的实验小鼠操作和管理经验；

4.具备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参与过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发表过相关高水平研

究论文。

实验动物学

萨本栋微米

纳米科学技

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