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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武汉协和医院 2015 年海外人才招聘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创建于1866年，系卫生部直属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内设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亚洲紧急救援中心、湖北省急救中心，湖北省远程医学中心。目前，武汉协和
医院由本部、肿瘤中心、西区和金银湖国际医院四部分组成，设置床位数5800张。2014年门急诊量405万人次，
住院量17.5万人次，手术量8.4万人次，均位全国前列。学科设置齐全，专科实力强大。医院现有43个临床科
室，14个医技科室，7个研究所，15个治疗中心，103个实验室。其中，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泌尿外科、
麻醉科、普外科、妇产科、呼吸内科、中西医结合科、感染性疾病科、影像医学科10个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及培育学科，另外有25个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协和医院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疑难重
症诊疗中心，先进科研中心与医学教学培训中心。医院诚邀您的加入，山高人为峰，协和助您跃！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is a national key university directly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 R.China, and is among the first series of
universities joining the national “211Project” and “985 Project”. HUST, located in the Wuhan,
central China, is a research-oriente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university with outstanding life
science education.
Wuhan Union Hospital (WUH) Wuhan Union Hospital was founded in 1866 and is now a major comprehensive
hospita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Ministry of Health. Affiliated with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ospital comprises 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Emergency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 Telemedicine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
Research Center of Medical Education after Graduation of Hubei province, etc. It has been conferred

“First Class hospital” by Ministry of Health initially. Union Hospital has been awarded the
“National Civilized Unit”, the “One of Hundred Excellent Hospitals in China”, and the “National
Labor Award”. At present, the hospital consists of 4 districts: the Main Campus, the Tumor Center,
the West Campu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ospital, with a total of 5,800 beds. In 2014, there were
4.05 million outpatient visits, 175,000 admissions and 84,000 operations. Wuhan Union Hospital has
43 clinical departments (including 7 state key disciplines, 13 state key specialties, and 14 province
key disciplines), 7 research institutes, 15 treatment centers and 103 laboratories. Among them,
7 are National Key Disciplines (Cardioangiology, Hematology, Urinary Surgery, Anesthesiology,
General Surgery, et al.). The hospital also has 25 National Key Clinical Specialties
(Cardioangiology, Cardiovascular, Surgery, Hematology, Gastroenterology, Endocrinology,
Orthopedics, Thoracic Surgery, Gynecology, Obstetrics, Otorhinolaryngology, Anesthesi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Laboratory, Clinical Nursing, Dermatology, General Surgery,
Respiratory Medicine, and Neurology).
Wuhan Union Hospital is one of the biggest, well-known hospitals in China and can provide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for talented genius to grow up and make achievements. Our goal in the long term run
is to make WUH to be a recognized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clinical level, academic research and
medical education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招募专业：
以临床医学、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科技、影像放射核医学等为主。
招募对象：
1）国家中组部青年千人、千人应聘者/入选者；
2）在海外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
3）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在海外工作期间取得杰出成就者。
另外，应聘者需全职在岗在医院工作。
武汉协和医院愿意为应聘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对于特别优秀者，给予包括一次性生活补贴、提供
住房、年薪制、提供科研用房、配备科研助手、匹配足额的研究启动相关经费、优先给予硕博士招收指标、
安排配偶工作等等待遇），此招聘职位长期有效，请有意者直接与协和医院联系，并附上简历。对于应聘相
关的任何细节问题，医院方面愿意与大家商讨，甚至可一事一议。
1. Position A
Young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Scholars（青年千人计划）

Qualification:


Applicants shall be under 40 years;



A potential candidate to be recruited into the National Young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s
judged by peers;



A potential candidate to win a Cheung Kung Scholar Position or the Outstanding Young Scientist

Fund from NSF of China in the near future.

Salaries and Benefits in 9 points:


Full professor position



A good personal living allowance with lump-sum payment;



A satisfied base annual salary;



A huge amount of research start-up fund;



A fair personal settling allowance or providing apartment;



Job arrangement for the spouse in hospital;



Providing laboratory space;



Qualified to recruit Research Assistants;



Qualified to recruit Doctor/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2. Position B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Scholars（千人计划）

Qualification:


Applicants shall be under 55 years;



A potential candidate to be recruited into the National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s judged
by peers;

Salaries and Benefits in 9 points:


Full professor position



A satisfying personal living allowance with lump-sum payment;



A good base annual salary;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start-up fund;



A fair personal settling allowance or providing living apartment;



Job arrangement for the spouse in hospital;



Providing laboratory space;



Qualified to recruit Research Assistants;



Qualified to recruit Doctor/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人事处联系人：
Mr. Jinghui NAN（南京辉）
电话：86-27-85726875

E-mail：whxhrsc@whuh.com
Prof. Dr. Jinxiang ZHANG（张进祥）
电话：86-13638615196
E-mail：657156351@qq.com
协和医院外事办联系人：
Dr. Jiliang WANG（王继亮）
电话：86-13720363045
Email: Jiliang_wang1975@126.com
(Note: Please use your major and your name as email subject. Please send the email to Mr.Jinghui
NAN and CC to Jinxiang and Jiliang.)

2. 西北工业大学诚聘海内外优秀人才
西北工业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特色，以工、理为主，
管、文、经、法协调发展的研究型、多科性和开放式大学，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卓越大学联盟”成
员高校之一。学校 1960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是全国首批设立研究生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高校之一，设有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全国最大的无人机研究
与发展基地。
西北工业大学拥有博士点 69 个，硕士点 122 个，本科专业 62 个，在工学、理学、管理学、法学 4 个学科门
类内拥有博士点。形成了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学科群引领，3M（材料、力学、机械）学科群、3C（计
算机、控制、通信）学科群、理科学科群和“管、文、经、法”学科群协调发展，工理为主，特色鲜明的学
科体系。学校师资队伍实力雄厚，现有教职工 3500 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 1700 余人，博
士生导师 538 人，在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21 人，
“长江学者”
、“千人计划”以及“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 40 人。学校现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 个（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6 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学
校参与了国家探月工程、神舟系列飞船的研制工作，在建国 60 周年国庆大阅兵中，首次亮相的无人机方队全
部由我校研制生产。我校将于 2015 年 6 月下旬在欧洲举办现场人才招聘会，请有意来我校工作的学者尽快发
送个人应聘简历至我校，以便安排面谈事宜。会场会安排简单冷餐，并会给每一位到场的应聘者赠送一份精
美礼品。
时间
英国帝国理工招聘会

法国里昂国家应用技术大学招聘会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招聘会

2015 年 6 月 24 日
下午 18:30-21:00

会场地点
City and Guilds Building
748， South Kensington Campus,
Imperial College

2015 年 6 月 26 日

insa lyon,sadicarnot，230

下午 15:00-17:00

9 rue de la physique,69100

2015 年 6 月 28 日

Arcisstrs.

下午 15:00-17:00

西北工业大学常年面向海内外诚聘优秀人才，欢迎加盟，共创辉煌。
【招聘类型及条件待遇】

21,慕尼黑工业

大学主校区，1400

(一)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入选者；



长江学者；



海外一流大学教授；



青年千人；



西北工业大学翱翔青年学者

(二)人才特区相关学科人才
为促进学科交叉发展，鼓励团队引进，产生人才聚集效应，我校设立了人才特区。人才特区人员由研究机
构负责人（PI）、研究方向负责人、专职科研人员组成。人才特区实行 PI 全面负责制，采用灵活的人员分类
聘用及薪酬发放形式，在学术体制、人事制度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和国际接轨。
学校目前已成立六个人才特区研究中心（光学影像分析与学习中心、纳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大脑破译研
究中心、计算科学研究中心、大数据交叉科学应用研究中心、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涵盖材料、生物、
数学、电子信息、控制科学、管理、计算机技术等学科领域。欢迎相关学科领域人才加盟我校人才特区。


研究机构负责人（PI）（长江、杰青、千人等层次）：薪酬 60-100 万元/年；三室住房一套；科研经费
面议。



研究方向负责人（青千、青拔、优青等层次）：薪酬 30-50 万元/年；三室住房一套；科研经费面议。



专职科研人员：薪酬 15-20 万元/年；科研经费面议。

(三)骨干教师
1. 教授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从事本学科前沿领域研究工作，学术造诣深厚，取得海内外公认的研究成果。



科研启动经费不低于 15 万（文科 5 万）；第一个三年聘期内发放特殊津贴每年 8 万。学校按照有关住房
政策安排住房；安家费 8 万。

2. 副教授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从事本学科前沿领域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科研启动经费不低于 8 万（文科 3 万）；第一个三年聘期内发放特殊津贴每年 5 万。学校按照有关住房
政策安排住房；安家费 6 万。

3. 讲师


年龄一般不超 33 周岁。



科研启动经费不低于 8 万（文科 3 万）；第一个三年聘期内发放新进教师补贴每年 2 万；学校提供安家
费 4-6 万。

★学校根据研究工作实际需要，给予以上人才个性化支持。
★安排以上人才子女就读西工大附属中小幼，西工大基础教育全国知名，均为陕西省办学条件最好、水平最高。

【招聘学科】
学院
航空学院

专业方向
飞行器设计、流体力学、固体力学、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航天学院

飞行器设计、导航制导与控制、工程热物理、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航空
航天工程、航空宇航推进

航海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热能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声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导航制导与控制、水声工
程、机械工程

材料学院

材料学、材料成型、复合材料、材料

机电学院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工业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设计学、工业设计、机械电子工
程、机械工程、设计艺术学、电工技术、人机工程及相关专业、测试计量
与仪器

力学与土木建
筑学院

固体力学、一般力学、结构工程、交通工程、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工程
力学

动力与能源学
院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航空宇航推进理
论与工程(结构强度寿命及可靠性专业、发动机控制方向）、风能与太阳能
系统与工程

电子信息学院

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信号与信息处理、物理电子学、通信与
信息系统、系统工程、航空电子综合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光通信）、微
电子与固体电子学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

理学院

管理学院

有机化学、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凝聚态物理、光学、光学工程、物
理化学、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
控制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物理化学、材料加工工程、化学工艺、应用
化学、环境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
企业管理、会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人文与经法学
院

经济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业经济学、区域
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软件与微电子
学院

软件工程、微电子、

生命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国家保密学院

生物电磁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航天医学工程、细胞生物
学、微生物学、生物电磁技术
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德语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保密方向）
【应聘办法】

1. 请应聘者发送个人详细简历至以下邮箱，简历包含教育经历、工作经历、最近 5 年发布的论文、科研情
况等，邮件题目按照“姓名+专业（研究方向）+现学习或工作单位+应聘学院或特区”的格式命名。
2. 应聘高层次人才和人才特区学科人才者请联系：西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办公室；
联系人：崔晓静、张忻；电 话：(+86-29)88495803 (+86-29)88460620 ；E-mail: rencaiban@nwpu.edu.cn

3. 详细招聘信息，请浏览西北工业大学人才招聘网。（http://renshi.nwpu.edu.cn/zhaopin.htm）

【西安欢迎您】
西安，古称长安，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历史
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确定的“世界历史名城”之一，世界著名
旅游胜地，被誉为“天然历史博物馆”。
今天的西安交通畅达，是西北通往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的门户和交通枢纽。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以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目前已建成了以机械设备、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食品饮
料、石油化工为主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大飞机的制造基地，西安的科技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
居全国第三位。
西安生态优美、环境宜人。北濒黄河水系最大的支流—渭河，南依被称为中国国家公园的秦岭，自然景
观优美，森林覆盖率达到 42%。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等称号，已成为西部休闲居住、投资创业的向往地。

Sent by Oxford Chinese Students & Scholars 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