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理工学院简介 

江苏理工学院是省属全日制普通高校，地处被誉为“千载读书地，现代创新城”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江苏省常州市。学校创建于 1984 年，

历经常州职业师范学院、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等时期，2012 年更名为江苏

理工学院。学校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单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

目”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单位、全国首批职教师资培训重点建设基地和江苏省首批

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学校占地面积近 1500 亩，建筑面积 50 万余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近 3 亿元，中外

文藏书 160 余万册。设有机械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育学院等 21 个教学科研单

位，建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学院、新能源汽车学院、医疗器械学院、刘海粟艺术学

院、赵元任语言文化传播学院等多个行业学院和研究院，开设 59 个本科专业，在机械工程、

环境工程两个领域招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形成了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

局。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近 18000 人、硕士研究生 220 余人、留学生 120 余人。现有

教职工 1300 余人，专任教师 1000 余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双聘）、正高职称教师 130

余人、博士学位教师 300 余人、硕博研究生导师 170 余人，聘请学术和产业界知名专家 100

余人担任特聘教授或兼职教授。有多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或获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有 100 余人次获批江苏省“333 工程”

“青蓝工程”等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 

学校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特色，优化学科结构，加强应用研究，形成了环

境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教育学等一批引领性学科，打造了“资源循环利用”、“职业技

术教育”等学科亮点。现有江苏省重点（培育、建设）学科 7 个，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国

家大学科技园分园、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等省级以上学科

科研平台近 20 个。近 5年，学校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00 余项，横向科研课题 500 余项，

科研经费近 3亿元，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50 余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50 余件。 

学校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和技术优势，加强智库建设，推进与行业企业产业的工程

技术协同创新，加大产业从业人员技术技能培训，关注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深化与地方政

府、行业、企业（社区）的多层次合作，与 10 多个省内外市、区建立校地战略合作关系，与

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大院大所共建产学研基地 150 余家及研究机构 40 余家，与地方政府部

门共建常州产业研究院、常州市名人研究院、常州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与指导中心等多个研究

平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国际先进办学理念、标准和资源，重点打造以

中德合作为主的国际合作办学特色，先后与德国、美国、英国、韩国、乌克兰、以色列、哈

萨克斯坦以及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20 余所高校建立紧密的合作与交流关系。每年选派

专家、学者赴德、美、英、加、日、韩、澳等国家进行访学或交流，聘请外籍教师百余名来

校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目前面向韩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招收留学生。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学校将秉承“厚德、博学、笃行”的校训，坚持地方性、应用型、

国际化，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贴行业产业发展需求，立足江

苏，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继往开来，实干创新，朝着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奋

斗目标阔步前进！ 



一、招聘学科 

单位名称 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联系人 

机械工程学院

（16 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速加工、智能制造、微纳制造、结构学等 

叶院长

0519-86953201 

生物医学工程 医疗器械 

机械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机器人、自动控制、检测技术等 

机械设计及理论 结构设计、可靠性设计、工程图学等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10 人） 

机械电子工程 机器人、自动控制、检测技术等 

罗院长

0519-8695322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机器人与智能控制,过程控制与智能仪表 

信号与信息处理 实时信号处理与检测、DSP 应用系统设计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处理、通信系统、通信网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电力电子技术、电力拖动控制、电机本体设计

与控制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自动化、继电保护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电力设备绝缘设计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测试技术及仪器、现代传感技术、机电系统检

测控制、信号检测与信息处理 

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计算机工程学

院（6 人） 

计算机应用 云计算、网络与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 

叶院长

0519-86953241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

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交互媒体或游戏开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系统、大数据 

软件工程 软件分析与测试技术、领域软件工程与信息统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汽车与交通工

程学院（7人）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等 

贝院长

0519-86953495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轨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车辆工程 
车辆安全与节能技术、车辆电子控制技术、新

能源汽车整车匹配及关键零部件技术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18 人） 

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 

大气污染监测与治理 

刘院长

0519-86953261 

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 

土壤修复 

有色金属或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 

环境修复与生物能源、生态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业催化 

能源化学工程 

材料工程学院

（10 人） 

材料加工工程 塑性成形、焊接 

卢院长

0519-86953281 

材料学 金属材料、力学 

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加工 

表面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化学、凝聚态物理 

数理学院 基础数学 分形几何或微分几何 朱院长



单位名称 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联系人 

（5人） 应用数学 运筹与控制 0519-86953411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物理学 凝聚态、半导体功能材料 

商学院 

（14 人） 

工商管理 

会计学 

王院长

0519-86953301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人力资源管理 

应用经济 
国际贸易、国际商务 

金融学、金融工程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人文社科学院  

（3 人） 

应用语言学 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司马院长

0519-86953402 
汉语言 古代汉语 

古典文献学 文献研究 

教育学院 

（4人）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心

理教育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心理教育 

马院长

0519-86953389 

外国语学院 

（8人） 

英语 英美文学、翻译、语言学、商务英语 
王院长

0519-86953341 
日语 日语语言文学 

德语 德语语言文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4 人） 

哲学 马哲、西哲、科哲、中哲、伦理学等 
侯院长

0519-86953521 
历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艺术学院 

(4 人) 

设计学 
数字媒体、媒体艺术环境、艺术设计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 
汤院长

0519-86953361 
美术学 美术研究、中国画 

体育部 

(2 人) 
体育学 体育教育、体育人文社会学 

易主任

0519-86953503 

 

二、引进人才类型与类别 

（一）中吴菁才 

受聘“中吴菁才”人员实行岗位聘用制，分为院士、中吴学者、中吴特聘教授、中吴讲

座教授四个层次。基本条件分别为: 

1.院士。两院院士或发达国家外籍院士。 

2.中吴学者 

（1）A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等。原则上 50 周岁以下。 

（2）B类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创新类）；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取得（终身）教授

或相当职位；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取得（终身）副教授以上职位或相当职位。原则

上 50 周岁以下。 

3.中吴特聘教授 

（1）A类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项目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等；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取得副教授（终

身）以上职位或相当职位。原则上 45 周岁以下。 

（2）B类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等；或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

所取得助理教授以上职位或相当职位。原则上 40 周岁左右。 

（3）C类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获得者等；或

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或具有 3 年以上海外博士后科研工作经历；或在本学科领域国

际顶级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已取得标志性研究成果。原则上 35 周

岁以下。 

（4）D类 

海外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取得助理教授以上职位或相当职位；或国家千人计划（企业类）

人选。每年来校工作 2-3 个月。 

4.中吴讲座教授 

符合中吴学者、中吴特聘教授条件的人员均可申请。每年来校工作 2-3 个月。（二）学

科带头人 

具有正高级职称、博士学位，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且满足下

列基本条件中的两条： 

1.近五年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资助项目； 

2.近五年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科研奖励（排名第一）； 

3.近五年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权威期刊或 SCI 期刊（一区）发表论文 3 篇以上（可包括

通讯作者身份 1篇）；或 SSCI 收录论文 3篇或 CSSCI 源刊论文 5篇。 

（三）优秀青年博士 

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具有正高职称可放宽到 45 周岁），且符合当

年博士引进分档的具体条件。 

1.A 类博士 

（1）毕业于海外知名大学，或中科院、社科院、原“985”“211”院校、“双一流高校”

或“双一流学科”或学科专业排名全国前三高校。 

（2）成果达到当年度《优秀青年博士评价标准与考核指标一览表》要求。 

2.B 类博士 

符合学校学科和专业建设需求，科研能力较强，胜任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成果达到当

年度《优秀青年博士评价标准与考核指标一览表》要求。 

3.C 类博士 

符合学校学科和专业建设需求，胜任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成果达到当年度《优秀青年

博士评价标准与考核指标一览表》要求。 

（四）创新团队 

1.创新团队的学科领域应符合我校学科建设布局规划需要，成员组成一般为 6人左右。 

2.创新团队领军人才一般应是知名学者（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或国家重大项目主持人），

身体健康，有开阔的视野和胸怀；学术造诣深厚，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果。 

3.创新团队成员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与团队领军人才学科关系密切，原则上需具有博士

学位，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三、引进人才待遇 

人才类型 
安家费

(万元）

科研启动费（万元）
协议工资

(万元） 
配偶及子女 自然科

学类 

人文社

科类 

中吴

菁才 

院士 300 面议 

协助解决配偶安置

及子女入学问题 

中吴学者 
A 类 200 ≥800 ≥160 120 

B 类 160 ≥600 ≥140 80 

中吴特聘

教授 

A 类 100 ≥500 ≥80 60 

B 类 80 100 40 40 

C 类 55 40 15 25 

D 类 

标准为 1-2 万/月；海外人员每年可报销 2

次往返经济舱机票；学校提供短期公寓住

房；提供必要的实验用房和仪器设备。   

中吴讲座教授 
标准为 1 万/月；学校提供短期公寓住房；

提供必要的实验用房和仪器设备。 

学科带头人 100 50 20   
协助解决配偶安置

及子女入学问题 

优秀

青年

博士 

A 类 50 20 10 直聘副高 酌情安排配偶工作

B 类 30 15 8 享受副高

奖励绩效

  

C 类 15 10 5   

创新团队 

团队负

责人待

遇面议

≥300（含实验室建

设费） 

团队成员（博士及以上）的个人

待遇根据其实际水平参照人才引

进各层次待遇执行  

补充待遇： 

1.对有海外 1 年以上学习或工作经历者，增加安家费 3-5 万元，其中获得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者增加安

家费 5 万元，其他增加安家费 3 万元。 

2.引进人才符合常州市龙城英才相关引才资助的，自行申领，不纳入学校安家费总额。 

3.学校为引进人才提供过渡房租金 1800 元/月，不超过 3 年。 

符合国家“千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江苏省“江苏特聘教授”等国家、省部级高

层次人才工程入选条件的，学校将积极推荐，推荐成功后同时享受相应的人才待遇。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杨老师 

    联系电话：0519-86953102   0519-86953100 

    电子信箱：tctzp@jsut.edu.cn、jslgxy_zp@126.com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 1801 号。 

    邮编：213001 

    单位网址：http://www.jsut.edu.cn/ 

备注：投递简历时，请按照应聘**学院+学历学位+所学专业+姓名的格式进行投递。 

 



推荐您入职江苏理工学院的五点理由 
 
 

1.区位优越。江苏理工学院坐落在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美丽富饶的长三角腹地——江苏

省常州市。常州市位居沪宁线正中，与上海、南京两大都市等距相望，与苏州市、无锡市联

袂成片，构成繁华的苏锡常都市圈，经济发达，拥有前沿的科技产业。 

2.文化深厚。常州是一座有着 32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素

有尚文崇德之风。江苏教育领先全国，而常州的基础教育实力雄厚，高考录取率多年稳居全

省第一。您的入职可使您的孩子享受国内一流的基础教育资源。 

3.城市宜居。宜人的气候，秀丽的江南风光，遍布城区的 75 个开放式公园，功能齐全

的城市设施，兼容并蓄的饮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理念等使其名列全国宜居城市

第四名（社科院 2015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常州住房均价 1万元/㎡）。 

4.交通便捷。常州交通便利，出行快捷，自古就有“舟车会百越、襟带控三吴”之称，

常州的奔牛机场可直达国际、国内 22 个城市；高铁四通八达，1小时内可直达上海或南京，

市内建有高架、BRT（快速公交）、地铁（2019 年通车）等方便您出行。 

5.美食天下。常州菜兼容传统和各地风味，形成了多元饮食文化交融的现代常州饮食文

化体系,淮扬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日韩料理以及法国大菜在常州竞相发展。在 2006

年公布的《中华名菜大典·江苏卷》，共有以常州东坡宴为代表的 70 道热菜、18 道点心、

4种宴席榜上有名，这些具有文化内涵、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等您来品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