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江学院 2020 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 

一、学校简介 

九江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国有公办全日制本科

普通高等院校，办学历史可上溯至1901年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

办的但福德医院护士学校，现办学体制为“省市共建、以市为主”。

学校坐落在庐山北麓、长江之滨、鄱湖之畔的历史文化名城——

江西省九江市。 

学校占地 2850余亩。2018年，在九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整合现有教育资源，投资近 20亿元在主校区东侧新建

占地 1387亩的新校区和占地 200亩的高端人才公寓（全职引进

的博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均可申请），计划 2021年 9月投入使

用。校园美丽宜居，生态环境优越。学校现有校舍面积达 105万

平方米，并直辖 2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和 1所附属口腔医院。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950人，2020年有 80个本科专业招生，

全日制在校生 3.2万余人。学校具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有

院士工作站 2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省级 2011 协同创新

中心 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个，省级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 2个，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省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个，省级

大学科技园 1个。“十二五”以来，学校共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2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81 项；荣获江西省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23 项；获批

国家授权专利 614项。 

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

“四个意识”，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始终坚持走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和以服务地方为重点的应用型特

色化办学之路；全力推进校区教育资源整合，为建设特色鲜明区

域领先的综合性大学而努力奋进！ 

热忱欢迎有志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您来我校工作！ 



二、招聘对象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学科、学术、

技术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高端人才； 

2．省部级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等杰出人才； 

3．部分二级学院学科带头人（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 

4．具有博士学位的国内外高层次人才（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 

5．部分学科专业的拔尖硕士（一般不超过 30 周岁）； 

6．部分学科专业特殊人才（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 

三、招聘专业及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忠诚

党的教育事业，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师德师风优良，具有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应聘人员须符合国家对高校教师的基本要求，

并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所学专业为

我校招聘专业，身心健康。招聘专业及人数如下： 

1．高端和杰出人才引进计划（符合招聘对象第1、2款的人才） 

学科名称 招聘数量 

不限 不限 

2．部分二级学院学科带头人引进计划 

引进 

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数 联系方式 

艺术学院 
艺术学（美术、艺术

设计） 
博士 1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792-8312012 

邮箱：634082043@qq.com 

体育学院 体育 博士 1 

联系人：段老师 

电话：0792-8315793 

邮箱：1065916490@qq.com 

教育学院 教育学 博士 1 

联系人：丁老师 

电话：0792-8313766 

邮箱：13755298331@163.com 

合计： 3 



注：招聘要求 

（1）在本学科领域取得突出教学、科研成绩，为业内公认在本

专业有一定造诣和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能够对二

级学院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起到引领、支撑和推动作用。其中教育

学院学科带头人应聘人选需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在国内本科院校相关学科学院担任过系主任（或副主任）、

教研室主任等职务满 2年以上。 

（3）具有高教系列副教授以上职称。 

3．博士人才引进计划 

引进 

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经济学

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

学、金融工程、国际商务） 
博士 2 

联系人：饶老师 

电话：0792-8312562 

邮箱：369763794@qq.com 

文学与

传媒学

院 

中国语言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广告学（广告学理论），

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

学论）；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

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

戏剧与影视学（戏剧学或影视学） 

博士 8 

联系人：万老师 

电话：0792-8312870 

邮箱：2313724788@qq.com 

电子信

息工程

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

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子科

学与技术（光学、应用电子）；

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程（控制、自动化） 

博士 6 

联系人：吴老师 

电话：0792-8314446 

邮箱：13192316@qq.com 

建筑工

程与规

划学院 

土木工程（市政工程，桥梁与隧

道工程）；建筑学（建筑设计及

其理论，城市（乡）规划方向，

风景园林）；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程管理方向）；力学（工程力学） 

博士 10 

联系人：徐老师/曹老师 

电话：0792-8311034 

邮箱：12240450@qq.com 

计算机

与大数

据科学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与云计算、网络与信息安

全、软件与理论等） 

博士 4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792-8312833 

邮箱：86957975@qq.com 

电子商

务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国际商务） 
博士 3 

联系人：仲老师 

电话：0792-8316352 

邮箱：6191329@qq.com 



引进 

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理学院 
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

（应用物理学） 
博士 4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792-8312864 

邮箱：1092962636@qq.com 

管理学

院 

工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

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信息系统

方向）、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

学） 

博士 2 

联系人：胡老师 

电话：0792-8334037 

邮箱：kjxybgs@jju.edu.cn 

机械与

智能制

造学院 

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2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792-8334039 

邮箱：23898493@163.com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加工工程） 博士 1 

联系人：白老师 

电话：15907924699 

邮箱：5784073@163.com 

护理学

院 

护理学（护理学）；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方向） 

博士 2 

联系人：张老师/李老师 

电话：0792-8501030 

邮箱：158954515@qq.com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

义、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

哲学（哲学方向）；政治学（国

际政治） 

博士 3 

联系人：付老师 

电话：0792-8312860 

邮箱：38395676@qq.com 

药学与

生命科

学学院 

教育（生物学科教学）；生物制

药工程（基因工程药物、天然药

物制备、中药生物技术、微生物

制药、药物筛选技术等）；发酵

工程（发酵工学、酶工程与技术、

工业微生物）；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食品生

物技术）；基础兽医学（兽药学） 

博士 6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792-8554185 

邮箱：939044612@qq.com 



引进 

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医学院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妇

产科学、儿科学、神经内科、康

复医学、中医内科、中医肛肠、

眼科学、口腔医学、耳鼻咽喉科

学、皮肤性病学、急诊医学、全

科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或超

声、临床检验诊断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病原微生物学、

护理学等方向），药学（药学），

基础医学（临床病理学、解剖病

理学等方向），生物学（生物学） 

博士 10 

联系人：饶老师 

电话：0792-2180376 

邮箱：417680162@qq.com 

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预防医

学、病原生物学、生理学、药理

学） 

博士 5 

联系人：龚老师 

电话：0792-8570043 

邮箱：164934348@qq.com 

外国语

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文学、语言学、

翻译方向均可）；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 

博士 2 

联系人：邓老师 

电话：0792-8334050 

邮箱：3154204095@qq.com 

体育学

院 

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

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民

族传统体育学均可） 

博士 1 

联系人：井老师 

电话：0792-8555201 

邮箱：490441294@qq.com 

法学院 
法学（民法、民事诉讼法、法制

史、知识产权等方向） 
博士 4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792-8315993 

邮箱：375412436@qq.com 

旅游与

地理学

院 

工商管理（旅游管理）；学科教

学论（地理）；地理学（摄影测

量与遥感、GIS） 

博士 3 

联系人：陆老师 

电话：0792-8311117 

邮箱：59009530@qq.com 

艺术学 

院 

设计学（环艺与产品方向）；音

乐学（理论作曲方向）；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方向） 

博士 4 

联系人：彭老师 

电话：0792-8311633 

邮箱：8833324@qq.com 

教育学

院 

应用心理学（心理分析方向或临

床心理学方向），教育学（教育

学，教育技术） 

博士 2 

联系人：龚老师  

电话：0792-8313687  

邮箱：22926342@qq.com  

资源环

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环

境生态工程、水质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

程（水利工程） 

博士 2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792-8312256 

邮箱：378398169@qq.com 



引进 

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江西长

江经济

带研究

院 

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应用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农林

经济学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管

理学）；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

管理）；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博士 3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792-8312256 

邮箱：378398169@qq.com 

庐山文

化研究

中心 

中国古代文学（魏晋文学方向） 博士 1 

联系人：滑老师 

电话：0792-8312206 

邮箱：651491458@qq.com 

柬埔寨

研究中

心 

政治学（国际政治）；历史学（世

界历史） 
博士 2 

联系人：何老师 

电话：15079241821 

邮箱：474476937@qq.com 

星火有

机硅产

业研究

中心 

有机合成（有机硅单体合成方 法

学及清洁生产技术）；金属 有机

化学（过渡金属有机化 学）；工

业催化（非均相催化 剂设计与催

化工程）；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有

机硅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高分

子材料加工 工程（有机硅高分子

材料成型 加工工程）；功能材料

（功能性有机硅高分子及其改性

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应用）；计算

化学（硅氢加成反应机理、聚硅

氧烷结构与性能） 

博士 4 

联系人：乔老师 

电话：0792-8314448 

邮箱：754769153@qq.com 

江西油

茶研究

中心 

林学（林业生态、经济林培育、

经济林分子育种、林业生物技术

等）；园艺学（果树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食品生物技术） 

博士 2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8007022198 

邮箱：352246162@qq.com 

九江市

博正生

物科技

产业研

究院 

基础兽医学（兽药学） 博士 2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792-8554185 

邮箱：939044612@qq.com 

长江绿

色氢能

产业研

究院 

能源工程（氢能源方向）；材料

化学（储氢材料方向、燃料电池

应用方向） 

博士 5 

联系人：乔老师 

电话：0792-8314448 

邮箱：754769153@qq.com 



引进 

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高等教

育研究

所 

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理论、高

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高

等教育法规政策、高等教育评估

等） 

博士 2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0792-8337986 

邮箱：450693144@qq.com 

合计: 107 

4．硕士人才引进计划 

引进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建筑工程

与规划学

院 

建筑学（建筑设计与理论、

景观设计方向） 
硕士及以上 2 联系人：徐老师/曹老师 

电话：0792-8311034 

邮箱：12240450@qq.com 城乡规划学（城市规划、风

景园林方向） 
硕士及以上 3 

护理学院 护理学（护理学） 硕士及以上 2 

联系人：张老师/李老师 

电话：0792-8501030 

邮箱：158954515@qq.com 

法学院 
法学（民法、刑法、诉讼法、

知识产权法等） 
硕士及以上 2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792-8315993 

邮箱：375412436@qq.com 

艺术学院 

艺术学（油画） 硕士及以上 1 

联系人：彭老师 

电话：0792-8311633 

邮箱：8833324@qq.com 

艺术学（国画，花鸟方向） 硕士及以上 1 

艺术学（舞蹈编导、舞蹈） 硕士及以上 2 

艺术学（音乐学，声乐、民

族或美声唱法方向） 
硕士及以上 1 

艺术学（设计艺术学，环境

设计方向） 
硕士及以上 2 

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美术

馆管理研究方向） 
硕士及以上 2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博物馆

学） 
硕士及以上 2 

体育学院 
体育学（足球、羽毛球、

乒乓球、体操等） 
硕士及以上 2 

联系人：井老师 

电话：0792-8555201 

邮箱：490441294@qq.com 



引进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教务处 
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方向及

相近专业） 
硕士及以上 2 

联系人：谭老师 

电话：0792-8311039 

邮箱：1132096778@qq.com 

图书馆 

图书馆学（图书馆学） 硕士及以上 1 
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18507023108 

邮箱：281986544@qq.com 情报学（情报学） 硕士及以上 1 

高等教育

研究所 

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

等） 
硕士及以上 2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0792-8337986 

邮箱：450693144@qq.com 

合计: 28 

注：硕士人才招聘要求 

本科及硕士专业一致或相近，且本硕均毕业于“双一流”大

学或所学专业国内学科排名前三的院校。 

5．特殊人才引进计划 

引进部门 学科（专业方向） 
学历 

学位 

人

数 
联系方式 

体育学院 
体育学（游泳、射击、网

球等） 
本科及以上 4 

联系人：井老师 

电话：0792-8555201 

邮箱：490441294@qq.com 

合计 4 

注：体育学科特殊人才范围： 

A 类：国家队退役运动员； 

B 类：国家青年队退役运动员； 

C 类：个人单项项目省运会冠军及以上。 

四、待遇及政策 

（一）高端人才引进待遇（符合招聘对象第 1 款的人员） 

待遇采取“一人一议”政策。 



（二）杰出人才引进待遇（符合招聘对象第 2 款的人员） 

1．年薪 25-50 万元人民币，根据实际情况面议。 

2．学校提供 60 万元人民币住房补贴，根据在校实际工作时

间按比例逐年拨付。 

3．一次性发放 12 万元人民币安家费。 

4．学校提供科研启动经费 15-20 万元人民币；通过申请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立项，学校提供相应科研配套经费 30-200 万

元人民币。 

5．配偶符合政策条件的可随调。 

（三）部分二级学院学科带头人（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 

1．首聘期为 5年，其中试用期 1年。 

2．实行年薪制，年薪 30-50万元/年（税前）。 

3．配偶符合政策条件的可随调。 

（四）国内外优秀博士（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 

1．住房补贴及安家费：25-60 万元人民币。 

2．科研启动经费：文科 3-8 万元人民币、理（医）科 4-12

万元人民币、工科 5-16 万元人民币。 

3．博士学位津贴：聘期内 1000 元/月。 

4．副高以上的按职称享受相应待遇；副高以下职称的，如

达到江西省职称评审条例规定的副教授业绩条件，来校前三年可

享受低职高聘副教授待遇，三年后按照实际岗位设臵享受相应的

待遇；引进的急需学科且业绩特别优秀的博士，来校前三年可享

受低职高聘教授待遇，三年后按照实际岗位设臵享受相应的待遇。 

（五）部分学科专业的拔尖硕士（一般不超过 30 周岁） 

1．按人事代理方式聘用，符合条件的可入事业编。 

2．根据引进硕士毕业院校的层次，结合引进硕士所学专业

及业绩成果情况，对于引进的硕士，经学校批准后，享受如下人

才引进待遇：①来校工作前三年享受校聘讲师待遇，三年后按照



实际岗位设臵享受相应待遇；②二级学院教学岗引进的硕士，可

享受 5-10 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安家费；③享受人才公寓购买资格。 

（六）部分学科专业特殊人才（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 

1．按人事代理方式聘用，符合条件的可入事业编。 

2．对于引进的特殊人才，经学校批准后，享受如下人才引

进待遇：①视业绩情况可校聘教授或副教授；②享受人才公寓购

买资格。 

五、报名要求 

1．投送简历要求： 

为了确保您方便、快捷的应聘我校相关岗位，请您务必按照

以下要求进行投送简历： 

（1）邮件主题请注明：毕业院校、姓名、学历、所学专业、

拟应聘具体岗位； 

（2）电子简历必须用 Word 文档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报名联

系邮箱； 

2．应聘人员须参照招聘岗位及报名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不符合岗位条件要求者，请勿报名。 

3．相关考核程序另行通知。 

 

六、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前进东路 551 号九江学院组织人事部 

学校网址：http://www.jju.edu.cn  

组织人事部邮箱：zzrsbrs@jju.edu.cn  

联 系 人：徐老师   0792-8311060 

张老师   0792-8313960 

 

欢迎来校实地考察，学校可报销期间往返路费及住宿费。 

http://www.jju.edu.cn/
mailto:zzrsbrs@j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