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大学招聘海内外优秀青年博士公告

广州大学是广东省和广州市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学

校本部位于广州大学城西南端，有大学城和桂花岗两个校区，

占地 1880 亩。现有教职工 2500 多人，全日制在校学生 34000

多人，有 87 个本科专业，具有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培养体

系；现有副高以上职称者 1035 人，拥有两院院士、国家“千

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高层次人才。为全面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学校重点引

进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人才，诚邀海内外优秀青年博

士应聘！

一、招聘岗位

（一）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常年有效)

1.引进条件

（1）属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2）应取得博士学位，并有 3 年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

历。

（3）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机构

有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是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

人才，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4）引进后全职在我校工作。一般应未全职在国内工

作；已经在国内工作的，回国时间应在一年内。

（5）对博士在读期间已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应届毕业

生，或其他有突出成绩的申报人，可以突破年龄、任职年限

等限制，破格引进。

2.相关待遇

（1）根据中央财政规定，提供一次性补助 50 万元；根

据学科领域、能力水平等差异，给予 100-300 万元科研经费

补助；并享受国家和广东省对于“千人计划”专家的其他优

惠政策、待遇。

（2）学校根据所属学科的现有条件和实际需要，提供

科研启动经费支持；并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及社会保险、

医疗等福利待遇；提供优厚的购房补贴、租房补贴或周转住

房。

具体待遇请与广州大学相关学院联系。

（二）新进讲师

1.应聘条件

师德高尚、治学严谨，综合素质高、有学术发展潜力，

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

得博士学位（应届博士毕业生可先办理入职手续，并在规定

时间内提供博士学位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1）人文社科类应聘者，以第一作者或主要作者在 SCI、

SSCI、A＆HCI收录期刊上发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1篇以上，

或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含一类、二类）上发表论文 1 篇

以上，或在本专业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质量较高学术论文 3

篇或以上。

（2）理工类应聘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收

录期刊（含 IEEE）上发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 篇以上，或

在 JCR 期刊学科分区表二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以上。

（3）艺术类和体育类应聘者，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

上发表论文 1 篇以上，或在本专业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 2 篇以上，或参加全国性个人美展、体育竞赛获奖前三

名。

2.招聘专业领域

学科领域：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建筑学、风

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材料科

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

技术、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

学、新闻传播学、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法学、社会学、

艺术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



重点发展研究领域：智能制造，移动数据科学与工程，

华南地理、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珠三角地下资源与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现代金融与现代服务

产业研究，岭南文化与艺术。

3.学校提供的支持条件

（1）讲师岗位。

（2）相应薪酬（24 万起）、购房补贴（20 万起）及社

会保险、医疗、假期等福利待遇；完成工作目标年薪不低于

24 万元。

（3）学校议定后，可以给予相应科研启动经费（理工

科 20 万元，人文社科 8 万元）。

二、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 230 号

广州大学人事处

邮 编：510006

学校官网：http://www.gzhu.edu.cn

招聘网址：http://gzhu.edu.cn/rczp.htm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人才项目诚邀海内外符合条件的

学者参加广州大学 2017 年国际青年学者论坛(2017 年 5 月

20 日 — — 2017 年 5 月 22 日 ) 。 请 登 陆

http://www.gzhu.edu.cn/


http://xzlt.gzhu.edu.cn 注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5 月 5 日。

相关招聘事宜请直接联系对口学院联系人。

人事处项目接口人：林老师 86-20-39341749

E-mail:gdrsc@gzhu.edu.cn

新进讲师人才项目

报名网址：http://202.192.19.30

相关招聘事宜请直接联系对口学院联系人。

人事处项目接口人：李老师 86-20-39341749

E-mail:gdyc@gzhu.edu.cn

mailto:gdrsc@gzhu.edu.cn
http://202.192.19.30
mailto:gdyc@gzhu.edu.cn


附各学院联系方式：

单位
联系

人
联系电话 E-Mail 招聘项目

地理科学学院 谭老师 39366890 dl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化学化工学院 王老师 39366902 hg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梁老师 39366937 hj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李老师 39366923 jd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计算机科学与教育软件学院 梁老师 39366375 jj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叶老师 39366972 jz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生命科学学院 黎老师 39366915 sk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彭老师 39366859 sx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土木工程学院 聂老师 39366955 tm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工程抗震研究中心 龙老师 86395053 kzzx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温老师 39366871 wdxyrc@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智能制造工程研究院 袁教授 esim_hr@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智能软件技术研究院 黄教授 yongh@gzhu.edu.cn 青年千人、新进讲师

工商管理学院 丁老师 39366799 gg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公共管理学院 李老师 39366783 gggl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教育学院 莫老师 39366750 jy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经济与统计学院 彭老师 39366825 jjxyrcyj@gzhu.edu.cn 新进讲师

旅游学院（中法旅游学院） 胡老师 39366846 ly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许老师 39366713 art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人文学院 张老师 39366708 rw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新闻与传播学院 曾老师 39366793 xw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音乐舞蹈学院 阮老师 39366687 yw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 张老师 39366727 zzgm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法学院 夏老师 39366715 law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体育学院 赵老师 39366835 ty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外国语学院 廖老师 39366711 wyxyrc@gzhu.edu.cn 新进讲师

特别提示：本招聘信息常年有效，应聘者可随时申报。

学校将根据人才引进相关程序进行评审，并通知审议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