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大学 2018 年海内外优秀人才招聘公告 

一、学校简介 

扬州大学坐落于有着 2500 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扬州市，是江苏省人民政府

和教育部共建、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全国百强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拥有 120 个本科专业，2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现有 29 个学院及附属医院，各类在校生 46000

多人。 

学校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万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

选者等 40 人。现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含培育）3 个，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等 15 个。化学、植物与

动物科学、工程学、农业科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等 6 个学科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

前 1%；拥有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1 个，部、省级重点（建设）实验室（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42

个。 

为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的进程，现面向海内外招聘教学科研和医学人才，诚挚欢迎优秀人才来我校施展才华，共谋发展！ 

二、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教学科研岗、专职科研岗、实验技术岗、医院卫生专业技术岗等。 

扬州大学 2018 年海内外优秀人才招聘岗位信息表 

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文学院 
教学

科研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

古代文学、文艺学 

博士研

究生 
6 

院长： 0514-87976798 

cjun@yzu.edu.cn 

书记： 0514-87990633 

smg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528 

xuting@yzu.edu.cn 

文化传承与

创新研究院 

专职

科研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哲学、

宗教学 

博士研

究生 
4 

院长： 0514-87993342 

liuhong@yzu.edu.cn 

秘书： 0514-87993342 

prin8413@126.com 

社会发展学

院 

教学

科研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

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

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史、世界史、

档案学、情报学、社会工作、

哲学、课程与教学论（历史

教育） 

博士研

究生 
5 

院长： 0514-87975202 

ypwa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75201 

lvhm@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203 

xuzhijun@yzu.edu.cn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教学

科研 

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

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

课程与教学论（思想政治教

博士研

究生 
5 

院长： 0514-87963920 

sheyf@yzu.edu.cn 

书记： 0514-8796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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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育） rjwu@yzu.edu.cn  

秘书： 0514-87963730 

yzumksxy@163.com 

法学院 
教学

科研 

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

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国

际法学、诉讼法学、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 

博士研

究生 
5 

院长： 0514-87971643 

cctnd@sina.com 

书记： 0514-87971698 

sunpeng@yzu.edu.cn  

主任： 0514-87971641 

zfzc@yzu.edu.cn 

教育科学学

院（师范学

院） 

教学

科研 

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与教

学论（语文、数学、英语）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5450 

qpchen@yzu.edu.cn 

书记： 0514-87975479 

xch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536 

Xbgu@yzu.edu.cn 

教学

科研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硕士及

以上 
3 

学前教育学

院 

教学

科研 
学前教育学 

博士研

究生 
3 

院长： 0514-87975450 

qpchen@yzu.edu.cn 

书记： 0514-87975479 

xch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510 

xlqian@yzu.edu.cn 

新闻与传媒

学院 

教学

科研 

戏剧戏曲学、电影学、新闻

传播学、教育技术学、教育

学、艺术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博士研

究生 
5 

院长： 0514-87990135 

fengrui@yzu.edu.cn 

书记： 0514-87993565 

jbpe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015 

zqchen@yzu.edu.cn 

外国语学院 
教学

科研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法语语言文

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西

班牙语语言文学 

博士研

究生 
9 

院长： 0514-87971608 

jqwa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71609 

slliu@yzu.edu.cn  

主任： 0514-87990311 

mmyuan@yzu.edu.cn 

数学科学学

院 

教学

科研 
数学、统计学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5259 

gli@yzu.edu.cn 

书记： 0514-87975223 

clli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402 

huangyong@yzu.edu.cn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教学

科研 

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博士研

究生 
6 

院长： 0514-87975500 

xhzeng@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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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书记： 0514-87975458 

cywang@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358 

yangshaoqiong@yzu.edu.

cn 

化学化工学

院 

教学

科研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

工工程与技术、课程与教学

论（化学） 

博士研

究生 
4 

院长： 0514-87971023 

hanjie@yzu.edu.cn 

书记： 0514-87975587 

jbzho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8843 

zhouf@yzu.edu.cn 

实验

技术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材

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

究生 
1 

创新材料与

能源研究院 

专职

科研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5436 

chhgxue@yzu.edu.cn 

秘书： 0514-87975244 

jiechen@yzu.edu.cn 

体育学院

（体育工作

部） 

教学

科研 

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

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博士研

究生 
5 

院长： 0514-87991080 

yanjun@yzu.edu.cn 

书记： 0514-87952769 

zhoub@yzu.edu.cn  

主任： 0514-87972015 

ygjiang@yzu.edu.cn 

教学

科研 
体育教育（公共体育） 

硕士及

以上 
3 

机械工程学

院 

教学

科研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机械设计及理

论、农业工程、力学 

博士研

究生 
10 

院长： 0514-87971980 

jjgo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93857 

yjbo@yzu.edu.cn  

主任： 0514-87978347 

jrchen@yzu.edu.cn 

信息工程学

院 

教学

科研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计算机（软件）类、

计算机（网络管理）类、电

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机

电控制类（自动化）、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博士研

究生 
10 

院长： 0514-87978307 

lb@yzu.edu.cn 

书记： 0514-87978309 

yujs@yzu.edu.cn  

主任： 0514-87993875 

fgr@yzu.edu.cn 

建筑科学与

工程学院 

教学

科研 

建筑学、建筑工程类、交通

工程类、土木工程、防灾减

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梁与

隧道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轨道交通方向）、道路与

铁道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

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与管

理、建筑技术科学、力学、

岩土工程、建筑设计及其理

博士研

究生 
7 

院长： 0514-87978669 

yzuxp@163.com 

书记： 0514-87978678 

gujg@yzu.edu.cn  

主任： 0514-87979408 

fory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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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论、城市规划与设计（风景

园林规划与设计） 

水利与能源

动力工程学

院 

教学

科研 

水利工程、农业工程、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

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供热、

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博士研

究生 
10 

院长： 0514-87978718 

jlche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71308 

stl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1315 

mqlx007@163.com 

现代农村水

利研究院 

专职

科研 

水利工程、农业工程、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

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

空调工程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8718 

jlcheng@yzu.edu.cn 

秘书： 0514-87978615 

lizhen@yzu.edu.cn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教学

科研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

工程、农业资源利用、海洋

科学 

博士研

究生 
6 

院长： 0514-87978636 

hcd@yzu.edu.cn 

书记： 0514-87971389 

yangyh@yzu.edu.cn  

主任： 0514-87979528 

chenjianhua@yzu.edu.cn

农学院 

教学

科研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

遗传育种、农业类（区域农

业发展、农业信息技术）

博士研

究生 
7 

院长： 0514-87979218 

cjyan@yzu.edu.cn 

书记： 0514-87979339 

guows@yzu.edu.cn  

主任： 0514-87979212 

myzhang@yzu.edu.cn 

实验

技术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

遗传育种、农业类（区域农

业发展、农业信息技术）

博士研

究生 
1 

水稻产业工

程技术研究

院 

专职

科研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

遗传育种、植物保护、食品

科学与工程、农业类（农业

信息技术）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9220 

hczhang@yzu.edu.cn 

秘书： 0514-87979220 

Wei_haiyan@163.com 

园艺与植物

保护学院 

教学

科研 

蔬菜学、果树学、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农业昆虫与害

虫防治、植物病理学、农药

学、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博士研

究生 
6 

院长： 0514-87979259 

liufa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90198 

liwx@yzu.edu.cn  

主任： 0514-87979395 

cpliu@yzu.edu.cn 

动物科学与

技术学院 

教学

科研 

畜牧学、农业类（草学、草

业科学）、水产养殖 

博士研

究生 
7 

院长： 0514-87979230 

yzp@yzu.edu.cn 

书记： 0514-87979027 

slw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2181 

dkxy@yzu.edu.cn 

实验

技术 

畜牧学、农业类（草学、草

业科学）、水产养殖 

博士研

究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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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兽医学院 
教学

科研 
兽医学、农学、生物学 

博士研

究生 
6 

院长： 0514-87991448 

liuzongpi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79216 

lyca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9275 

hmgao@yzu.edu.cn 

比较医学研

究院 

专职

科研 

兽医学、农学、生物学、医

学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91448 

liuzongping@yzu.edu.cn

秘书： 0514-87991418 

ljb@yzu.edu.cn 

生物科学与

技术学院 

教学

科研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

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免疫

学、生物学（生物信息、动

物行为机制、植物分类、生

物物理、植物生理、植物遗

传、肿瘤生物、生物制药）、

课程与教学论（生物） 

博士研

究生 
6 

院长： 0514-87990626 

zmpan@yzu.edu.cn 

书记： 0514-87972122 

zqxia@yzu.edu.cn  

主任： 0514-87979343 

yangjing@yzu.edu.cn 
实验

技术 

生物学、生态学、畜牧学、

兽医学、作物学、医学 

博士研

究生 
2 

医学院 
教学

科研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基

础医学、药学 

博士研

究生 
15 

院长： 0514-87978801 

shihongcan@yzu.edu.cn 

书记： 0514-87977718 

xule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8804 

wangf@yzu.edu.cn 

转化医学研

究院 

专职

科研 

医学、生物工程类（生物技

术、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8801

shihongcan@yzu.edu.cn 

院长： 0514-87978831 

qianl@yzu.edu.cn  

秘书： 0514-87978831 

fangtiantf@163.com 

护理学院 

教学

科研 
护理学 

博士研

究生 
2 

院长： 0514-82227111 

wjgong@yzu.edu.cn 

书记： 0514-82227333 

liupj@yzu.edu.cn  

主任： 0514-82053853 

radio@yzu.edu.cn 

教学

科研 
护理学 

硕士及

以上 
2 

商学院 
教学

科研 

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农业经济管

理、应用心理学、会计学、

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博士研

究生 
13 

院长： 0514-87971830 

zflb@yzu.edu.cn 

书记： 0514-87971511 

kjxie@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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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教学

科研 
会计学、财务管理 

硕士及

以上 
2 

主任： 0514-87991906 

chyuan@yzu.edu.cn 

旅游烹饪学

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

院 

教学

科研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水

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

科学、粮食、油脂及植物蛋

白工程、营养与食品卫生

学、企业管理（酒店管理）、

管理学、历史学 

博士研

究生 
7 

院长： 0514-87978009 

yzuxyz@163.com 

书记： 0514-87978010 

yssun@yzu.edu.cn  

主任： 0514-87978096 

zhaopan@yzu.edu.cn 教学

科研 
烹饪与营养教育 

硕士及

以上 
3 

音乐学院 
教学

科研 

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舞蹈

学、电影学、课程与教学论

（音乐） 

博士研

究生 
4 

院长： 0514-87972227 

mlzha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79297 

xyl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6663 

hanqian@yzu.edu.cn 

美术与设计

学院 

教学

科研 

美术学、艺术学（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雕塑）、服装设

计与工程、风景园林规划与

设计、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课程与教学论（美术） 

博士研

究生 
5 

院长： 0514-87972209 

909624148@qq.com 

书记： 0514-87970061 

male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2226 

xbxie@yzu.edu.cn 

农业科技发

展研究院 

（国际联合

实验室） 

专职

科研 

作物遗传育种、作物学（作

物栽培生理）、园艺学、植

物保护、动物遗传育种与繁

殖、兽医学、生物学、食品

工程类（食品安全）、农业

类（草学、草业科学） 

博士研

究生 
8 

院长： 0514-87975608 

yzucao@yzu.edu.cn 

主任： 0514-87977735 

szhyang@yzu.edu.cn 

苏中发展研

究院 

（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 

专职

科研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社会学、地理学、农林经济

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历史学（遗产及保

护方向） 

博士研

究生 
4 

院长： 0514-87976809 

jflu@yzu.edu.cn 

主任： 0514-87975833 

xmbo@yzu.edu.cn 

测试中心 
实验

技术 

材料科学与技术、化学、生

物学 

博士研

究生 
2 

处长： 0514-87979261 

whwei@yzu.edu.cn 

主任： 0514-87990926 

wangcy@yzu.edu.cn  

扬州大学附

属医院 

（扬州市第

一人民医

专业

技术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

妇产科学、儿科学、麻醉学、

老年医学、皮肤病与性病

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眼

博士研

究生 
30 

王书记：0514-82981199

转 88510  

yiww@yzu.edu.cn 

刘书记：0514-82981199



 

扬州大学 2018 年海内外优秀人才招聘岗位信息表 

招聘单位 
岗位

名称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院） 科学、耳鼻咽喉科学、急诊

医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肿瘤学、临床检验诊断学）、

口腔医学（口腔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学

（中医内科学、针灸推拿

学）、基础医学（免疫学、

病原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药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 

转 88509 

yzzc2012@aliyun.com 

丁处长：0514-82981199

转 80408 

dingyaqiang@126.com 

刘老师：0514-82981199

转 80408 

149840135@qq.com 

专业

技术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

肿瘤学、感染性疾病学、重

症医学、骨科学（创伤、关

节、脊柱）、妇产科学、儿

科学、急诊医学、皮肤病与

性病学、耳鼻咽喉科学、眼

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护理学)、

全科医学、免疫学 

硕士及

以上 
20 

海外教育学

院 

教学

岗位 
对外汉语、外国语言文学

硕士及

以上 
2 

院长： 0514-87971850 

lilyyoung@yzu.edu.cn 

书记： 0514-87978366 

hqjiang@yzu.edu.cn 

主任： 0514-87977919 

tanmeng@yzu.edu.cn 

图书馆 
专业

技术 
机械工程 

博士研

究生 
1 

馆长： 0514-87973588 

szwu@yzu.edu.cn 

书记： 0514-87973538 

hnshi@yzu.edu.cn 

主任： 0514-87973418 

zmhu@yzu.edu.cn 

学报编辑部 
专业

技术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

工程、水利工程、高等教育

学、教育学原理、教育类（教

育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

博士研

究生 
1 

主任： 0514-87971606 

chenjg@yzu.edu.cn 

秘书： 0514-87990306 

kling@yzu.edu.cn 

注：学科专业名称参照国务院《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2008 版）》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2017 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专业分类参考目录》

执行 

三、人才类别和薪酬待遇 

（一）杰出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年薪不低于 150 万元，其他待遇面议。 

“千人计划”（创新）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以及与以上相关人才学术水平相当的杰出人才。年薪不低于 110 万元，购房补贴、

安家费 300 万元，科研启动费 150-500 万元。 

（二）领军人才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学名师和百千万工程领

军人才）入选者。年薪不低于 70 万元，购房补贴、安家费 200 万元，科研启动费 120-400 万元。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入选者、“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以及与以上相关人才学术水平相当的领军人才。年薪不低于 50 万元，购房补贴、安家费 120 万元，

科研启动费 100-300 万元。   

（三）拔尖人才 

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江苏特聘教授、江苏省“双创计划”（双创人才）入选者；霍英东

青年教师基金获得者；扬州大学特聘教授、扬州大学青年百人。年薪 20-35 万元，购房补贴、安家费

30-80 万元，科研启动费 15-100 万元。 

（四）优秀人才 

符合学科和专业建设需求，科研业绩成果突出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毕业于海内外著名大学

并有良好科研业绩成果的优秀博士（博士后）。购房补贴、安家费 15-30 万元，科研启动费 2-20 万

元。 

（五）创新团队 

学校鼓励优秀创新团队的引进，对于在学科前沿领域已取得突出成就或具有显著创新潜力，以上

述第一至三类型人才为带头人或核心成员的团队，除团队成员享受以上相应待遇外，还给予团队特别

支持，视具体情况面议。 

四、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取得博士学位，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以下；具备全日制进站工作条件；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原则上

应不低于学校该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的量化标准；拟开展的研究工作与流动站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并

具有创新性。 

全脱产博士后年薪 15.5 万元（不含业绩绩效及合作导师发放津贴）；师资博士后年薪 17 万元（不

含业绩绩效及合作导师发放津贴）。 

五、其他待遇 

学校对于全职引进的人才，符合省公开招聘条件的可以纳入江苏省事业编制，在医疗、养老等方

面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学校在人才培养、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方面将提供大力支持和政策优

惠；学校根据人才类别和实际情况提供办公和实验用房、团队助手、住房、周转房、租房补贴、配偶



 

工作、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支持条件和服务措施；在教学科研岗位无专业技术职务但科研特别突出

的优秀博士，享受副教授待遇。  

六、引聘程序 

（一）应聘者提交个人简历到学院（部门）联系人邮箱；发送邮件主题格式：姓名+应聘学院+应

聘学科（专业）+毕业院校。若所学专业适合多个岗位，可分别发送简历至相关学院（部门）联系人

邮箱； 

（二）学院（部门）根据人才引进工作程序进行初审、面试; 

（三）学校定期召开会议，对通过初审和面试的拟引进人员进行审议； 

（四）学院（部门）通知会议审议通过的人员来校办理入职手续。 

学校引聘工作常年开展，随时接受应聘申请。 

七、联系方式 

（一）人才办（负责引进杰出、领军、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 

联系人：毕瑜林、党香香、叶苗；电话：0514-87971833； 

邮箱：rcb@yzu.edu.cn，yzu_rsk@163.com  

（二）人事科（负责招聘优秀人才、硕士人才） 

 联系人：施俊、韩育志、董静；电话：0514-87971876； 

邮箱：rsk@yzu.edu.cn，yzu_rsk@163.com  

（三）博士后管理办公室（负责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联系人：黄蓉；电话：0514-87971888； 

邮箱：bsh@yzu.edu.cn，yzu_rsk@163.com  

（四）附属医院人事部门（负责医务人员招聘） 

联系人：丁亚强、刘红雨；电话：0514-82981199 转 80408； 

邮箱：dingyaqiang@126.com，yzu_rsk@163.com  

扬州大学人事处地址：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扬州大学荷花池校区行政楼 5 楼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人事部门地址：扬州市邗江中路 368 号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行政楼 4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