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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19 届全国科研人才引进（云端）选聘会

参会单位名录及其他事项

初审+面试

云端初审+面试时间：2022 年 3 月 18 日

各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 / 院系、各在校博士生：

2022 年 3 月 18 日，中国科学人才网（www.sciencehr.net）联合全国双一流、

省部共建、省市重点高校共同举办“第 19 届海内外科研学术人才视频招聘会”，

本届云端招聘会议得到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多家驻外领馆、海外学联及国

内 985、211 高校的积极响应。各位博士研究方向和专业如与参会单位相匹配，请

踊跃报名，会议中与用人单位主管领导一对一视频或语音交流其他关心的事宜。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人才网

协办机构：全国高等院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级其他科研院所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及所属院系

驻国外使（领）馆教育处、海外高校华人社团等

二、会议时间（3 月 18 日上午 9:00-12:00）

9:00-9:20 进入会议室，观看用人单位宣传片或 PPT。

可边听边在“更多”里，查阅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记录问题。

9:20-9:30 房间主持人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院系领导及学者的情况。

9:30-9:50 人事处解读招聘公告内容。

9:50-12:00 老师与学者互动并解答问题。

三、大会报名通道（通过该链接报名，可选择多家意向单位，初选通过可面试）

http://sciencehr.mikecrm.com/wlGV2aj

信息提交后，招聘助理择时电话与您确认。会议前一天以邮件方式将会议房间

密码发送到学者注册邮箱，敬请留意查收。

四、地点（云端会议室）

http://sciencehr.mikecrm.com/wlGV2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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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学者与用人单位建立直接对话机制，为每个招聘单位单独设立会议室，会

议房间 ID 和登录链接请关注相关招聘群，由招聘助理负责统一通知。

五、参会单位名单（陆续更新）

出席第本届全球高层次人才视频（招聘）洽谈会的单位如下（名单不限于

此）：  以下所有单位简历投递事项，均可在第一页“大会报名通道”登录完成报

名，第一时间由院系主管领导逐一筛选收取到的履历，请将报名时预留手机保持畅

通。

“双一流”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含委托招聘

“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含委托招聘

省市重点高校招聘专区，含委托招聘

桂林理工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常州大学、

枣庄学院、泰山学院、温州大学、湘潭大学、邵阳学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陕西

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广

西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

医学类高校，含委托招聘

中山大学微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中山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四川大学、复旦

大学类脑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广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

桂林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新乡医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济宁医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广西中医药大学、徐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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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含委托招聘

中山大学微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广东）
招聘学科

集成电路的设计、器件、工艺、封装及测试，计算机体系结构及系统等相关领域.....

复旦大学类脑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上海）
招聘学科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方向。

四川大学（四川）
招聘学科

材料类、金属材料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自动化、医学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类、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法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档案学、公共管理类、社会工

作、信息资源管理、哲学、卫生检验与检疫、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口腔

医学（五年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护理学、临床医学（五

年制）、医学技术类、临床医学（五年制）、临床药学、药学、化学类、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控制

与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表演（戏剧影视表演）、

广播电视编导.....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船舶第八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第 4 页 共 22 页

复旦大学类脑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上海）
招聘学科

研究方向：

方向一：神经工程

包括脑机接口、神经信号处理与建模、神经调控等方向相关信号处理、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医疗设备研发等相关研究。

方向二：数字医疗

包括远程医疗、可穿戴传感技术与医疗设备、认知行为干预、脑疾病机制等相关大

数据分析、人机交互、认知神经科学、临床神经生理、神经康复技术等相关研究.....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甘肃）
招聘学科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环境催化、多相催化、

工业催化、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合成药物化学、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细胞

生物学、环境化学、等相关专业......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
招聘学科

人工智能、通信类、电子类、控制类、信息类、生物信息类、微电子类、数学类、

计算机类、等相关专业......

广西大学（广西）
招聘学科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L4tBOK2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L4tBOK2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L4tBOK2


第 5 页 共 22 页

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天文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力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力学、水利工程、建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信息与

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统计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

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矿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工

程与技术、冶金工程、林学、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哲学、

政治学、中国史、民族学、国际关系学、日语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

经济管理、社会学、政治学、戏剧与影视学（第一学历必须为艺术类专业）......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招聘学科

自动化、机器人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

与系统）、建筑学、城乡规划、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水务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应用化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交通规划与管理）、社会学、社会工作、汉语国

际教育、英语、日语、朝鲜语、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机械工程、测

控技术与仪器、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医

学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

文化产业管理、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广告学、数字媒体艺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招聘学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

力学、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生物医学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电子信息类、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工业设计、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航空维修

工程与技术）、机器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核工程类、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制与签派）、交通运输（民航运输管理）、交通运

输（民航机务工程）、交通运输（民航电子电气工程）、交通运输（机场运行与管

理）、土木工程、飞行器适航技术、飞行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应

用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经济与贸易类、工商管理类、法学、政治学与行政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L4tBOK2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L4tB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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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公共事业管理、广播电视学、音乐表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环境设计、英语

（民航业务、国际贸易）、日语......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招聘学科

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安全、可信计算与系统安全、云计算安全与隐私保护、舆情分

析与社会安全、智能系统安全、工业工程、自然语言处理、文献计量学、网络信息

用户、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设计（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工业设计等）、制造（功

能材料、智能工艺、智能装备等）、控制（单片机、PLC、智能传感、测控等）、

管理（工业工程、大数据、智能决策、运维等）、计算机（人工智能、C 语言、网

络、协议、接口等） 、新能源太阳能光电或高温光热利用、新能源储能技术—锂

电、新能源氢能、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发动机、微型燃气轮机等动力机械）、新能

源电动汽车、新能源风能（包括但不限于风能中的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机械系

统或动力机械的动力学、电机拖动与电力电子、新能源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等）、加工工程、金属材料、新能源材料、表面与界面工程等（法国或法语国家海

外名校）、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等（法国或法语

国家海外名校）、分析、计算、几何等基础数学以及应用数学、概率、统计、物理、

力学、外语专业，主修英语、电工电子相关专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
招聘学科

流体力学、动力学控制、等离子体产生与诊断、测控通信、智能数据处理、光电探

测、飞行器建模、飞行器控制、工程计算、柔性电子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导航、

制导与控制，信息获取与处理，空间探测与智能控制、微弱信号检测、辐照可靠性

分析、图像处理、人工智能与控制工程、空间观测（射电、光学）、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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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招聘学科

地质学类、固废处理方向、给排水/市政工程方向、水文学及水资源及相关专业、

岩土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结构工程、工程管理、城乡规划、建筑学、土木

工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材

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加工工程、材料学方向、高分子方向、冶金工程方向、金属材

料方向、工业催化、化学工程与工艺方向、燃料电池方向、分析化学、生物工程及

相关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机械工程专业、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专业、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概率论、数理统计、应用统计方向、光学或物理学（光电方向）、物理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数学、商务英语方向、

英美文学方向、英语翻译、英语教学方向、日语方向及相关专业、环境设计、风景

园林、建筑学方向、雕塑、陶艺方向、产品设计方向、服装工程、美术学方向、设

计学、会计方向、大数据分析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

电子商务、国贸方向、金融、投资方向、市场营销大数据方向、房地产相关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工商管理（含旅游管理）、应用

经济学、民族旅游、地理学、旅游和酒店管理、风景园林史、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

相关专业、文史哲类、营销类、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民俗学、民族学、数

字媒体、视觉传达设计等相关专业、社会学（含社会工作方向）、心理学方向、公

共管理、信息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口资源与环境及统计

学相关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文学、历史学、哲学、声乐、矿产普查与

勘探、材料类、化学、材料等相关专业、计算机、网络、软件、信息安全、物理学、

物理电子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外科、图书情报或信息管理专业......

江苏科技大学（江苏）
招聘学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力学（结构、流体等）、结构动力学与控制、港口航道与海岸工

程、海洋工程与技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 智

能制造、工业设计、轮机工程、水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暖通空调与人

工环境、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焊接、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emiUwDv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tO6iK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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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和腐蚀防护、功能和纳米材料、3D 打印）、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与供

应链、生产运作、质量、人因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等）、工商管理、

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畜牧学（特种动物科学、

畜牧生物工程和动物营养与饲料等）、生物学（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本科专业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者优先）、食品

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粮油、植物蛋白、营养与安全、微生物、食品生物科技和

粮食经济等）、数学类、物理学类、光学工程、外国语言文学（含翻译、比较文学、

英美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

关学科、科学技术史、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

工程、土木工程、材料加工（压力加工方向）、机械工程、计算机类、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自动化、工商管理、工程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经济学、哲学、法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招聘学科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力学、仪器科学与技术、金属材料加工、机械电子工

程、电气工程、电子制造科学与工程、机械设计及自动化、电子信息材料与元器件、

电子科学与技术、能源工程、车辆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通信、雷达、定位、卫星导航、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集成电路设

计方向）、网络空间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应用数学、设计学、艺

术学、数字媒体及相关专业、金融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计算数

学、应用数学、基础数学、运筹学、统计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精密仪器、智能感

知工程、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信号与信息处理、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系统科学、机械电子工程、环境法、知

识产权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材料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物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物医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等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医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

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建筑技术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科学与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嵌

入式系统与机器人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应用数学、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企业管理、金融数学、统计学、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网络空

http://zph91boshi.mikecrm.com/C9Yo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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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仪器

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广东）
招聘学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人工智能、能源互联

网、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市场、电子化学品、通信与信息系统、土木工程、工程

力学、会计学、智能财务、群智计算与应用、云计算与人数据、软件设计、能源材

料、软物质、翻译、商务英语、代数学、法学、社会学、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常州大学（江苏）
招聘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能源化工、应用化学、食品工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

学、药物制剂工程、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结晶工程、药物分离工程；生

物工程、生物制药、合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或化学工程相关方向；代谢工程、生

物信息学、微生物；药物分析；老年护理、社区护理、康复护理、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流体机械及工程、化工过程机械、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

程、制冷与低温工程、流体力学、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加工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固体力学、电气工程、电机与

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通信与

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信息与通信工程、车辆工程、运载工具运用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电子技术、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工程、仪表与控制、兵器科学与技

术、精密仪器及机械，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仪表工程、计

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软件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油气、地热、稠油、油气储运等方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相关（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制冷及低温工程等相关

专业方向）；化学工程相关学科（油田化学、油气回收等相关专业方向）、材料科

学与工程（腐蚀与防护、表面改性等相关专业方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数据科

学、大数据基础理论及分析与挖掘等相关专业方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类（软件

工程、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土木工程学科（供热工程方向、城市燃气方向、工业

通风方向、空调与制冷方向、建筑设备自动化方向等相关专业方向）、安全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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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安全和石油工程安全等相关专业方向）、机械类相关专业、仪

表类相关专业、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材

料物理化学、材料工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岩土工程、观赏园艺、园林植物、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通风及空调

工程、工程管理、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污染修复、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管理、防灾减灾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工安全工程、安全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消防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应急管理等专业方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类；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类；电路与系统类；微电子学、固体电子学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电磁场与微

波技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物理类、数学、基础数学、计算数

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统计学，应用统计、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

机应用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常规

专业：工商管理，营销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图情、物流及供应链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创新创业与战略管理； 紧缺专业：会计财务与统计、财政税务与审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类、大数据技术、资源与环境、软件工程、国际贸易

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应用数学(金融方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金融方向)、经济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保险学、财政学、税收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

学、财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环艺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

体、公共艺术、园林风景、钢琴、声乐、大提琴、作曲或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

舞蹈编蹈、表演、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语言文学、西班

牙语语言文学......

枣庄学院（山东）
招聘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与教学论、汉语国际教育、新闻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考古

学史和考古学理论、中国史、世界史、公共管理、外国语言文学、数学、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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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机械工程、设计学/美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

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安全科学与工程、安全技术与工程、生物学、作物学、课程与教学论、食品科学与

工程、化学、生态学、地质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旅游管理、

体育学、音乐与舞蹈学、艺术学理论、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教育学原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

土木工程 、市政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法学、英语语言文学、图书馆、

情报与档案管理、中国哲学、专门史......

泰山学院（山东）
招聘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专业、历史学及相关专业、数学、

控制理论与工程、力学及相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光学工程、光

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药学、化学

工程与技术及相关专业、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日语

语言文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研究方向均为：旅游管理、旅游开发、旅游

规划、旅游文化）、体育学、艺术学、美术学、音乐学、设计学、舞蹈学、服装设

计与工程、工商管理及相关专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中药学、兽医学、畜牧学、

土木工程、建筑学、力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测绘科学与技术（大地

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温州大学（浙江）
招聘学科

经济学、管理学、工商管理法学、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

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历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学（德育方向）、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

心理学中国 i 吾言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含广告学）、社会学（民俗学）体

育学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应用统计学、物理学电气工程、电子科学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工、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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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技术专业生物学、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车辆工程建筑

学、土木工程中国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管理学、教育

学、经济学、工学......

湘潭大学（湖南）
招聘学科

哲学、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考古学、世界史、中国史、社会学、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工商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新闻传播学、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哲学、理论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

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翻译、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数学、统计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天文学、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

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化学、化学工程与

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信息与通信

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数学、物理学、土木工程、建筑学、交通运输工程、力学、测绘科学

与技术、矿业工程......

邵阳学院（湖南）
招聘学科

马克思主义是论类、政治学类、社会学、历史学类、政治经济学,法学理论、管理学

类、经济学类、、法学类、法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哲学类，教艺学类、心理

学类、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类、英语语言文学、音乐与舞器学类、艺术学（设计学,

美术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文学（文艺学、青闻传掺学）、材料学（木

材材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类、计算机应用技术、化学类、生物类、制药、

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土木工程、士木、力学，材料科学、风景应林学、林学，

生态学、植物学，地理学、建筑学类、电气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管理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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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类、医学类、理学类（医学相关专业）、化学，临床医学、差础医学、生物

学、药用植物.....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
招聘学科

矿业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力学、热能

工程与工程热物理、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经济学、土木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建筑学、电气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工商管理、经济学、

公共管理、法学、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数学、计算机应用、机械领域具有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能力、电气、土木、会计、金

融.....

陕西科技大学（陕西）
招聘学科

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轻化工过

程系统工程、资源与环境化工、功能高分子化学与技术、制浆造纸工程、制糖工程、

发酵工程、皮革化学与工程、轻工装备及控制、轻工技术与经济管理等学科.....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招聘学科

新闻传播学、教育技术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地理学、旅游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外国语言文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管理学、中国语言文学、

光学、理论物理心凝聚态物理、物理学、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制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招聘学科



第 14 页 共 22 页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

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华文教育)、汉语言文字学、国际关系、传播学、政治学、

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政

治学（重点考虑政治学理论）、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非洲小语种）外国文学（亚非语言文学）、化

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制冷及低温工程、材料化学及相关

专业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制冷及低温工程、材料

化学及相关专业 、光学、物理化学、工业催化、光学、应用物理、物理化学、工

业催化、哲学（西藏与印度研究方向）、人类学（北极研究方向）、社会学（中国

边疆学方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招聘学科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设计方向及相关专业、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工

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岩土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水、大气、固废、环境微生物、生态学、土壤修复、环境流体力学、环境健康、膜

分离技术等、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建筑智能与信息化（包括控制科学

与工程、电气工程等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绿色建筑营造与管理、城市建设与

房地产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智慧工程管理、资源系统优化与管理等）、工

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会计及财务管理、战略与创新管理、市场营销及策划）、

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城乡规划、市政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地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土空间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公共经济与政策、宏观经济

与金融、城市与区域经济学、艺术设计、社会保障、冶金工程（钢铁冶金、有色冶

金、冶金物化、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材料加工工程（材料成型、金属材料）、光电

化学催化、资源循环利用与高分子科学、新型功能材料化学、环境催化治理、清洁

煤化工、材料学、建筑材料、新能源材料、磁性材料、凝聚态物理、环境科学与工

程、化学工程、矿物材料.....

辽宁工业大学（辽宁）
招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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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类、力学类、农业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电气信息类、电子工程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类、机械工程类、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类、电子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交通运输工程类、材料科学、

工程类、物理学类、化学类、冶金工程类、化学工程与技术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类、

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类、机械工程类、交通运输工程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电子工程类、

仪器科学与技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电子工程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

与通信工程类、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工程管理硕士、管理学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类、会计与审计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类、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土木工程类、力学类、市政工程、给排水工程、环

境科学与工程类、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类、机械类.....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招聘学科

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写作学、美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

文化人类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史（地

区与国别史研究）、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科学

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经济学、课程与教学论（思想政治教育）、民

商法学、法学理论 、法制史、诉讼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经济法学、政治

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人口学、社会工作、劳动经济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含保

险学）、产业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会计学、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教育史、比较教育

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

育技术学、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
招聘学科

数学、统计学、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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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信

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电类相关专业、俄语语言文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精密

仪器、智能测控工程、自动化、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安全

工程相关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电气工程、仪器仪表、控制

理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

术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电类相关专业（自动化、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等）、光

学工程、物理学（光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物理电子学）、仪器科学与技术、管

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桂林医学院（广西）
招聘学科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相关专业、药剂学、药物化学、药理学、化学相关专业、

制药工程学、及药学相关专业、医学遗传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预防医学、卫生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流行病学、毒理学、卫生检验、社会医

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健康管理相关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劳动与社会保障、

公共事业管理、医学检验、医学或生物学相关专业、法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

伦理学、政治相关专业、护理学、医学相关专业、医学、生物学、药学、及医学、

生物学相关专业......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
招聘学科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医学遗传学、分子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物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微生物学、医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药学、生物医学、医学检验、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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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计算机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精神卫生学、心

理学、精神病学、内科学、微生物学、卫生检验与检疫、病原生物学、制药工程、

有机化学、药学、化学、药剂学、药理学、临床药学、临床医学、中药学、微生物

学、药物代谢动力学、药事管理学、保险学、金融学、经济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方向）、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社会保障、计量经济学、

社会学、社会工作、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历史学、英语语言文

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临床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基础医学、药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基础

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兽医学、生物学、药学、医学技术、肿瘤学、生物医

学、生物信息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药学、生物信息学、

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类......

新乡医学院（河南）
招聘学科

基础医学---医学微生物学、基础医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心血管方向)、基础医

学-生理学(心血管方向)、基础医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基础医学-医学寄生虫

学、基础医学--生理学、神经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不限）、基

础医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基础医学—免疫学（肿瘤免疫、代谢免疫）、预防

医学-社会医学或卫生事业管理学、预防医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预防医学-毒理学、

预防医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药学—药理学、

基础医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药学-中药

药效物质、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均可、药学-药剂学（药物动力学）、药学-药

理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招聘学科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药学、药学、护理学、康复医学、

中医养生、中医康复、健康服务与管理、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外语、体育、经方配伍规律的研究、中医药防治呼吸疾病临床与基础、方药配

伍规律与物质基础、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整理研究、中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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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研究、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研究、艾灸技术的应用研究、古代针灸学术流派的

研究、中药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研究、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的研究、认识相关疾病

的病因病机研究、中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医药防治小儿肾脏病的研究、中

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研究、中西医治疗肿瘤的临床和科研、中医药防治过敏性疾病

研究、天然药物及生物活性肽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肿瘤中医方证研究......

济宁医学院（山东）
招聘学科

生物信息学、遗传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伦理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病原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内科

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麻醉学、肿瘤学、眼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老年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

与卫生事业管理、食品科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检验学、分析化学与仪器分

析、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心理学、神经病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护理学、肿

瘤学及相关专业、生物学（肿瘤学方向、肠道微生态方向）、生物信息学、法医临

床、文件检验技术、痕迹检验技术、刑事科学技术、法医毒物、法医物证、法医病

理、临床检验诊断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学、中

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中西医结合基础、全科医学、针灸推拿学、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及相关专业、药理学、药剂学、中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应用数学、情报学、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
招聘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基础

医学、临床医学、生理学、医学 理学、工学、农学、生物学、临床医学、生物学、

中西医结合、药学、 医学、基础医学、生物学、寄生虫学、 医学、理学、工学、

农学、生物学、免疫学、临床医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人体解剖和组织胚胎

学、临床医学、肿瘤、胃肠外科、内科学、医学生物化学、 病原生物学、生物学、

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流行病学、医学、理学、工

学、管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管理学、西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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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病原生物学、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掌握质谱技术者优先）、妇产科学、生

物学、基础兽医学、放射医学、护理学、内科学、中药学、植物病理、药理学、药

剂学、药物分析学、制药工程、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化学、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畜牧学、兽医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招聘学科

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临床基础、中医学类、中医医史文献、临床医学、

免疫学、病原生物学、中西医结合基础、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医学、免疫学、病

原生物学、中西医结合基础、临床检验诊断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医医史文献（医

古文方向）、药学、中药学、药理学、中医学、药剂学、中药学、物理学类、电气

工程及电子信息类、数学类、统计学类、分析化学、药物分析学、中药学（中药分

析方向）、药学、药物分析、分析化学、中医骨伤科学、护理类、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类、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临床医学）、公共管理类（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基础医学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儿少卫生与

妇幼保健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

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劳动

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卫生毒理学、营养与食品、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会保

障、行政管理、公共经济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电气工程及电子信息类、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民族医学、中医方剂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法学、法学理论、民商法学、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

药理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合成、分析化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徐州医科大学（江苏）
招聘学科

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病原与免疫相关专业，病理学或肿瘤学（临床科研：

分子病理，肿瘤药物靶向治疗方向），医学相关专业（生理），生物学（生化），

病生，法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所有方向，尤其是感觉与认知功能，

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计算神经科学等、疼痛基础和临床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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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研究相关方向、全麻药作用机制研究方向（医学，生物学及相关

专业）、神经生物学、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生物医学工程、麻醉学，急诊医

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生物医学工程，

假肢矫形工程，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学、药理学、药物分析、药物化学、临床

药学、临床药理学、药剂学、化学及相关专业、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

动物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生物物理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助产学，

麻醉护理学，护理学，妇幼健康，护理心理，慢病护理、口腔医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生物学（研究方向和口腔医学相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浙江）
招聘学科

在基础前沿难题和核心关键技术上获得原始创新或重大突破，或在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符合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经聘用单位推荐并

通过学校评审的杰出人才；具有创新性、战略性思维，己取得突出创新成果，承担

过国家、国防重点科研项目或在人才培养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优秀学者.....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北京）
招聘学科

1.全球征信行业发展实践与我国征信行业战略布局（经济金融相关专业）；

2.替代数据共享与普惠金融发展深化研究（经济金融、统计学相关专业）；

3.信用风险评估技术在征信领域中的应用（计算机类、统计学、经济金融、数学相

关专业，擅长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技术优先）；

4.人工智能/多方安全计算在征信领域中的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与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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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块链/云计算/虚拟化/分布式架构技术研究（任选其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

6.征信及动产融资服务的国际立法经验研究（法律相关专业，擅长英语等外语翻译

及口语交流流畅者优先）；

7.全球大型征信机构的跨境服务经验研究（经济金融、法律相关专业，擅长英语等

外语翻译及口语交流流畅者优先）；

8.经济金融及征信发展史研究（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
招聘学科

电气类（电气工程、电力电子）等、化学类（应用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

通信类（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土建水文类（船舶与海洋工程）；热能动力类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等......

中国船舶第八研究院（江苏）
招聘学科

电子对抗、信号与信息处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自动控制、雷达工程、信号与信息处理、电磁场与微波

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自动控制、电子

信息工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雷达工程、信息对抗、通信工程、应用数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模式识别、信号处理、算法网络、通

信工程等计算机类、电子类、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图像识别与处理、人

工智能算法等计算机类、控制科学与工程、自动化、机械设计、机械电子工程、机

电一体化等、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安全、可靠性工程、质量管理、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工程、人力资源管理、政治学、新闻传播等......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
招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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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境、健康、安全、材料与智能等领域，等离子体物理、磁约束核聚变工程、

大气环境光学遥感、激光与光电子科学技术、强磁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进核能、生物物理与物理生物、转化医学、先进诊疗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 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智慧农业技术等方向.......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
招聘学科

海洋微生物生态学、环境微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化学、物

理、天体生物学、地球物理、海洋资源、资源勘探、机械工程、 物理海洋学、大

气科学、流体力学、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生物学、声学，水声通信类、电

气控制，自动控制类、软件，计算机类、 电子电气类......

以上为本次高层次人才引进单位，部分单位会议当天，因其他事宜
无法在云端与学者面对面交流、洽谈，使用“委托招聘”模式接收简历。

所有单位简历投递事项，均可在第一页“大会报名通道”登录完成
报名，第一时间由院系主管领导逐一筛选收取到的履历，请将报名时预
留手机保持畅通。

中国科学人才网

海内外科研学术人才引进（视频）洽谈会

联系电话：010-56225611

中国科学人才网

海内外科研学术人才引进（视频）洽谈会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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