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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学院 

2022 年诚聘优秀博士人才（招聘公告） 

 

【学校简介】 

河南科技学院是一所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地处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河南新乡市，占地面积 2021 亩，校舍面

积 64 万平方米。建校 80余年来，学科专业已涵盖农学、工学、

理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等 9大学

科门类，拥有 20个教学学院，70个本科专业。学校是河南省博

士学位授权重点立项培育单位、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建设

高校，作物学学科和园艺学学科群为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

有省重点一级学科 10 个，建有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13个。 

展望未来，学校将继续秉承“崇德尚能、知行合一”的校训，

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坚持以提高教育质量

为主线，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扎实推进区域特色骨干大学建

设，为早日把学校建成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突出的教学研究

型大学而努力奋斗！河南科技学院诚挚邀请您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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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类型】 

1.常年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具体条件、待遇“一人

一议”。 

2.教学科研岗位博士，分为 A类、B 类、C类。 

3.辅导员岗位博士。 

【招聘条件】 

1.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3）具有正常履职所需的身体条件。 

（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专业及技能，教学、科

研水平符合学校有关规定。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应聘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2）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 

（3）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4）曾在招聘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招聘纪律行

为的人员。 

（5）违反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

人员。 

（6）其他不符合招聘单位有关要求的人员。 

 



 

-3- 
 

【业绩条件】 

1.A 类博士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岁，以第一作者发表过高水平论文或主

持过国家级项目，能够胜任核心课程的讲授任务，具备学术带头

人培养潜质。 

2.B 类博士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岁，以第一作者发表较高水平学术论文

或主持过国家级项目，能够胜任核心课程的讲授任务，具备学术

骨干培养潜质。 

3.C 类博士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与培养潜力。 

4.辅导员岗博士 

年龄不超过 35周岁，须为中共党员。 

【招聘待遇】 

1.安家费 

（1）A 类博士，安家费 80万元。 

（2）B 类博士，安家费 40 万元。特别扶持专业增加 20 万

元，紧缺专业增加 5 万元。 

（3）C 类博士，安家费 20万元。特别扶持专业、紧缺专业

增加 5万元。 

（4）辅导员博士，安家费 15 万元。 

（5）特别优秀博士可“一人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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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博士参加初聘期（入职 5 年内）考核且达到 A、B 类考

核条件，可申请补差 A、B类安家费。 

2.职称高聘 

博士入职后享受为期 5年的职称低职高聘政策，按高聘职称

兑现工资、绩效、住房公积金等待遇。A 类博士内聘为教授。其

他博士：中级及以下职称人员内聘为副教授；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人员内聘为教授。 

3.科研启动费 

自然科学 A、B、C类博士分别为 30万元、15万元、10 万元，

人文社科 A、B、C 类博士分别为 15 万元、10 万元、6 万元；符

合 B、C 类条件的紧缺专业博士，自然科学增加 5 万元、人文社

科增加 3 万元。辅导员博士按照 C 类博士发放科研启动费。 

学校鼓励各二级学院给予引进博士在科研启动费等方面适

当支持。 

4.配偶子女 

（1）A 类博士。其配偶具有全日制普通本科学历或硕士学

位的，以人事代理安置；配偶为非全日制普通本科及以下学历，

以协议工资制安置。 

（2）B 类博士。其配偶以协议工资制安置。 

（3）解决博士的子女在附属学校（幼儿园、附属小学）上

学问题。 

（4）各类博士参加初聘期（入职 5 年内）考核且达到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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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条件，满足配偶安置条件的，可以人事代理安置配偶。 

5.住房 

为入职博士提供学校新东校区新建房源，夫妻双方只享受一

套房源。入住前，学校每月发放住房补贴 800元，补贴时间最长

为 3 年。 

以上涉及个人待遇均为税前。 

【应聘方式】 

应聘采用邮件报名的方式，应聘人员将本人详细简历发送至

招聘单位联系人邮箱，提交的简历应命名为：“姓名+博士毕业

院校+专业+应聘单位”；同时与招聘单位电话联系。 

简历内容应包括： 

（1）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学习和工作经历、职称、职务情

况。 

（2）科研成果情况。包括已发表、出版的论文、论著情况，

已结项或在研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政策咨询】 

详细政策可咨询各学院联系人或人事处，具体联系方式见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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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计划】 

招聘单位及联系方式 招聘专业 招聘数量 招聘类型 

招聘单位：生命科技学院 
负责人：刘明久 
电话：0373-3040237 
手机：13837329660 
联系人：王斌 
电话：0373-3040337 
手机：18201584306 
邮箱：shengkeyuan2016@126.com 

作物学（智慧农业、农业信息学方向优先）；生物学 

15 

教学科研岗 

A类博士 

标 #号专业

可引进 B 类

博士 

轻工技术与工程（发酵工程方向）#；化学工程与技术（生化

工程方向）#；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制药方向）# 

招聘单位：动物科技学院 
负责人：马金友 
电话：0373-3693116 
手机：13462268090 
联系人：王磊 
电话：0373-3040718 
手机：18237379556 
邮箱：lei.wang@hist.edu.cn 

预防兽医学（动物检疫方向，预防兽医学方向） 

15 

基础兽医学（动物解剖组胚方向、动物生物化学或生物化学

方向）#；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分子遗传学方向、分子

育种学方向及家畜生殖生理调控或动物繁殖方向）#；临床兽

医学（兽医产科学方向、兽医外科学方向）#；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环境卫生学方向）#；动物药学（中兽

医学或中药学方向）# 

招聘单位：园艺园林学院 
负责人：周俊国 
电话：0373-3693523 
手机：13849367936 
联系人：王保全 
电话：0373-3040384 
手机：15225924645 
邮箱：wangbq@hist.edu.cn 

园艺学（果树学、蔬菜学、观赏园艺学、设施园艺学）；林

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建筑学；测绘科学与技术 

15 

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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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食品学院 
负责人：李光磊 
电话：0373-3040867 
手机：15937325148 
联系人：牛生洋 
电话：0373-3040674 
手机：13643735439 
邮箱：niushengyang@163.com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轻工技术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机械工程（食品方向）；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微生物

学 

12 

教学科研岗 

A类博士 

标 #号专业

可引进 B 类

博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招聘单位：资源与环境学院 
负责人：王洪亮 
电话：0373-3040983 
手机：15893822618 
联系人：孔凡彬 
电话：0373-3040147 
手机：13653731899 
邮箱：zihuanzhaopin@163.com 

植物保护；环境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 12 

招聘单位：化学化工学院 
负责人：赵亦芳 
电话：0373-3040936 
手机：13938720402 
联系人：朱芳坤 
电话：0373-3040148 
手机：15837368375 
邮箱：ccehist@163.com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仪器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无机化

学；有机化学 

15 

药学#；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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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机电学院 
负责人：苏建修 
电话：0373-3693180 
手机：13937347663 
联系人：宁欣 
电话：0373-3040394 
手机：13937312309 
邮箱：jdxy@hist.edu.cn 

仪器科学与技术；力学、物理学 3 

教学科研岗 

C 类博士及

以上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6 

招聘单位：信息工程学院 
负责人：李国厚 
电话：0373-3693209 
手机：13460479537 
联系人：金松林 
电话：0373-3040349 
手机：15836189016 
邮箱：16587816@qq.com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仪器科学与技术* 
5 

招聘单位：数学科学学院 
负责人：张万芹 
电话：0373-3040103 
手机：13937339637 
联系人：张清山 
电话：0373-3040081  
手机：13849381737 
邮箱：histshuxue@163.com 

系统科学 

3 

数学*；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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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人工智能学院 
负责人：古乐声 
电话：0373-3040699 
手机：13523855490 
联系人：孔德川 
电话：0373-3040507 
手机：13837388541 
邮箱：kdc@hist.edu.cn 

农业工程 

5 

教学科研岗 

C 类博士及

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控制科学与工程★ 

招聘单位：经济与管理学院 
负责人：郎群秀 
电话：0373-3693379 
手机：13782566653 
联系人：陈军民 
电话：0373-3040317 
手机：15137309621  
邮箱：624856897@qq.com 

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理论经济

学*；应用经济学* 

2 

招聘单位：文法学院 
负责人：周全星 
电话：0373-3040796 
手机：13903738783 
联系人：苏喜庆 
电话：0373-3040357 
手机：15736998936 
邮箱：suxiqing369@sina.com 

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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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教育科学学院 
负责人：杨宾峰 
电话：0373-3040856 
手机：13333736777 
联系人：张伟 
电话：0373-3693612 
手机：15225971761 
邮箱：2655964279@qq.com 

教育学* 3 

教学科研岗 

C 类博士及

以上 

招聘单位：艺术学院 
负责人：张新词 
电话：0373-3693006 
手机：13837343866 
联系人：郑世华 
电话：0373-3040327 
手机：13462318029 
邮箱：945518881@qq.com 

美术学及相关专业（美术、书法史论、创作方向）*；音乐

与舞蹈学（器乐、声乐，舞蹈、音乐史论）*；设计学（工

艺美术、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2 

招聘单位：服装学院 
负责人：常丽霞 
电话：0373-3693026 
手机：13523732911 
联系人：张纪文  
电话：0373-3693369 
手机：13598627342 
邮箱：360357575@qq.com 

设计学*；设计教育*；哲学(综合设计、设计技术等)*；艺

术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服装市场

营销*、服装设计管理* 

2 

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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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外国语学院 
负责人：李会民 
电话：0373-3693234 
手机：15937349158 
联系人：郝道合 
电话：0373-3040248 
手机：15993086396 
邮箱：waiyubangong@163.com 

外国语言文学* 

2 

教学科研岗 

C 类博士及

以上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语背景） 

招聘单位：体育学院 
负责人：高泳 
电话：0373-3693035 
手机：13781909057 
联系人：肖静 
电话：0373-3040373 
手机：15937377146 
邮箱：gym919@.163.com 
704834694@qq.com 

体育学* 2 

招聘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负责人：王冰蔚 
电话：0373-3693231 
手机：13783732805 
联系人：黄瑞新 
电话：0373-3693257 
手机：13781955657 
邮箱：hrx1009@163.com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经

济学* 
2 

人事处联系人：何承云/常亚飞 
电话：0373-3040777 
邮箱：rsk3040777@hist.edu.cn 

专业不限 5 辅导员岗位 

备注：标*号的专业为紧缺专业；标★号的专业为特别扶持专业；特别优秀人员可不受招聘数量限制。    初审/何承云 复审/张翼 终审/刘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