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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2018年年薪制博士招聘公告
吉首大学创办于1958年9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两地办学，校本部位于湘

西自治州首府——吉首市。学校是湖南省属综合性大学，国家民族部门与湖南省政府部门共建高校，国
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博士人才培养高校 （已公示为博士授权单位），《武陵山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重点建设高校，教育部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湖南省研究生培
养过程质量评估优秀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普通高校，具有国家自科
基金地区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申报资格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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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

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软件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

学院

商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

学院

旅游与管理工程

学院

生物资源与环境

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医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

美术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新闻学、传播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

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金融学、数量经济学、统计学

金融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物理电子学、电路与系

统、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与化学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力学、建筑学

会计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金融

学、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企业管理、旅游管理、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学、

国际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法律史

生态学(生态旅游方向)、工商管理(酒店管理方向)、旅游管理

环境科学或环境工程（土壤污染修复、固废及水污染治理相

关方向）、药剂学、药物分析学、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工厂设

计、工程学相关方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化学工程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药学（制药工程相关方向）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康复治疗学、临床医学（医学影像方

向）、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针灸推拿

学、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儿科学

艺术学

运动人体科学（运动生理学或运动医学方向）、体育学（体育

管理、体育统计相关方向）、课程与教学论（体育）、体育教育

训练学（体操、排球方向）

美术学、设计学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民族学、考古学

学历
学位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计划数

入事业编

5

5

5

4

5

6

6

3

4

7

5

3

5

4

5

3

6

4

5

劳动合同

3

4

4

3

3

4

4

3

3

5

5

3

5

5

4

2

5

3

4

联系方式

廖院长：13974309596

邮箱：776104167@qq.com

罗院长：13574358081

邮箱：wxy8221@163.com

方院长：13974316116

邮箱：504021742@qq.com

刘院长：13787928923

邮箱：ruth91@sohu.com

汤院长：0744-8202123

邮箱：tjaemail@163.com

彭院长：13974336661

邮箱：1972930690@qq.com

鲁院长：13574300365

邮箱：851798681@qq.com

周院长：13807442015

邮箱：QingPingZhou@163.com

陈院长：15174452080

邮箱：cgp_pgc@163.com

黎书记：13707430058

邮箱：lks99999@vip.sina.com

吴院长：13574318527

邮箱：707845612@qq.com

尹院长：13974429040

邮箱：2360484015@qq.com

申书记：0743-8565323

邮箱：sxx99@163.com

颜院长：13787919525

邮箱：jishouyanwenbin@163.com

陈书记：13974308888

邮箱：czyjsdx@163.com

唐院长：13707438286

邮箱：3143630090@qq.com

周院长：15107429336

邮箱：zdp6189@163.com

刘院长：13907447085

邮箱：963484686@qq.com

罗院长：18797471159

邮箱：mdlkl@163.com

二、聘用待遇

聘用方式分为入事业编年薪制聘用和劳动合同年薪制聘用

两种全职引进方式。入事业编年薪制聘用人员首次服务期 6
年，实行3+3聘期制，每个聘期3年；劳动合同年薪制聘用人员服
务期3年，3年合同期满，经考核合格和双向选择，可以选择续聘。

三、报名方式

现场报名：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 120 号吉首大学政
务中心4楼人事处人事科，邮编：416000。

网上报名：登录吉首大学网上招聘系统 （http://zhao-
pin.jsu.edu.cn），如实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和 《湖南省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同时将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及

其他报考岗位所需的相关材料等原件扫描上传；或将上述
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jsdxrsc@163.com。应聘者须
在参加考试前一天携带原件到吉首大学人事处进行核查。

咨询电话：0743-2198013 （人事处）

吉首大学
2018年4月11日

人才
类型

A类
博士

B类
博士

C类
博士

备注：1．住房安排：提供租住房一套，免收房租3年；或提供租房补贴6万元，分3年发放。

2．家属安置：符合上级部门规定调入条件的按政策办理调动手续；其他的可根据本人和配偶条件安排工作岗位。其配偶无固定工作且不需学校安

排的，在其首次服务期内学校给予其配偶每年1.2万元的生活补贴。并协助子女入学。

3．年薪规定：按基本条件申报相应基本年薪标准，具体发放标准和方式按学校规定根据工作任务完成程度和考核结果执行；年薪由基本年薪和超

额奖励年薪组成，基本年薪标准为25万—50万元/年，超额奖励年薪分为教学超额奖励年薪和科研超额奖励年薪。享受“五险一金”及学校相关福利待遇。

4．科研启动费10万元。

5．人文社科学术刊物分类详见吉首大学社科处网站政策法规栏（吉大发【2016】64号文件）。

6．其他未尽事宜面议。

基本条件

一．基本条件：具有博士学位的正高；

二．科研条件：1．自然科学类近五年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主持2项以上国家自科基金课题或1项国家自科基金重点课题，②主

持获得省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二等奖以上科研成果奖（含教学成果奖），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被SCI

或EI收录20篇以上（同时收录的论文只计1篇）。2．人文社科类近五年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主持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②主持获得省

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二等奖以上科研成果奖（含教学成果奖），③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发表的我校规定的C类以上学术期刊论文8篇(其

中B类学术期刊论文4篇）或A类学术期刊论文1篇。注：①海外人才应具有博士学位和海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近五年承担一定的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权威期刊上发表过系列高水平学术论文。②特殊学科、急需人才条件可适当放宽。

一．基本条件：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职称；

二．科研条件：1．自然科学类近五年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主持2项以上国家自科基金课题或1项国家自科基金重点课题，②
主持获得省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三等奖以上科研成果奖 （含教学成果奖），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被

SCI或EI收录15篇以上 （同时收录的论文只计1篇）。2．人文社科类近五年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②主持

获得省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三等奖以上科研成果奖 （含教学成果奖），③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发表我校规定的C类学术期刊论文6

篇以上 （其中B类学术期刊论文3篇）。注：①海外人才应具有博士学位和海外知名大学 （科研机构） 相当于助理教授及以上职称。近

五年承担一定的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权威期刊上发表过系列高水平学术论文。②特殊学科条件可适当放宽。

德才兼备，身心健康,具有博士学位。

基本年薪
（万元）

50

35

25

一、聘用计划

序号

20

21

22

23

24

合计

用人单位

哲学研究所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

国防教育学院

杜仲综合利用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实验室

林产化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学科专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

基础数学、中国语言文学

军事思想、军事历史、军事教育训练学

生物学、药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临床医学（医

学检验方向）

森林工程、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学历
学位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计划数

入事业编

5

2

1

1

1

180

劳动合同

3

1

1

2

1

联系方式

陆老师：15307439898

邮箱：37785596@qq.com

尹院长：13974359493

QQ:1298959620

杨老师：13762160868

QQ：908457392

李老师：13508430689

宋老师：0744-8231386

邮箱：zdsys0744@163.com

湖南农业大学

坚持“多维协同”模式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2013 年以来，“多维协同”人才培
养模式先后在本校多个学院相关专业
全面实施，在国内多所兄弟院校推广应
用，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效，在创新
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和示范引领作用，并在全国同类高校
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目前，学校参与的“三下乡”“双
百”科技富民工程等活动已规范化、
制度化，为大量涉农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惠及全省几十万农民。2013年以
来，博士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博士团”
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多次被中宣部门等
六部委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近几年成功举办的“亲近植物，

走近健康”“国际植物日植物生产类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等生物学科
系列主题活动与形式多样的科技竞
赛，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在全国同类
高校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产生了广
泛的示范辐射效应，也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

当前，学生参与创业团队的人数
越来越多，从 2015 年的 1.59%增加到
2017 年的 2.91%，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持续提升。2013 年以来，毕业生就
业率均达到 93%以上，初次就业率稳
定在 90%以上；先后有 16 个大学生
创业团队依托协会资源进行创业。

2013 年以来，先后获双创奖励
1200 余项，省级一等奖以上奖励 380
余项。产生了国家教学团队两个、教
育部门高校科技创新团队两个、农业
部门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3
个、省优秀教学团队 6 个和省创新团
队 6 个；年均到位科研经费近两亿
元，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 25 项、省部
级科技成果奖 500 余项；审定新品种
300 余个；获授权专利 1400 余项；学
校选育出的油菜、水稻等新品种和形

成的实用技术成果推广覆盖全国。
2013 年以来，获国家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70 项、省级大
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项目 154 项、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
目 239 项。在“多维协同”人才培养
模式项目实施过程中，共编写省部级
以上规划教材 67 部，建成中国大学
慕课两门、省级以上精品课程和数字
资源课程 22 门。在“多维协同”人才
培养模式中，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明
显提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高度评价：“我的研究团队中有许多
湖南农业大学生科院毕业的学生，他
们既具有扎实的生物学理论知识，又
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农大生
物学人才培养模式很成功。”

通过“多维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的应用和推广，生物学相关专业和学
科核心竞争力持续显著提升。湖南
农业大学植物与动物科学自 2014 年
开始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学科以
来，排名持续上升，生物学科在国家
第四次学科水平评估中获 B 档，进入
全国前 30%，处于全国农林院校前
列。“多维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创建成绩斐然，为“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
了新思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社会发展和
经济转型新常态下提出的新要求，在
新的形势下，湖南农业大学站在创新
时代前沿，以前瞻性思维应对时代需
要，通过全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提高服务“三农”、服务社会的发
展水平，以帮助更多的学生参与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变革大潮中，
为中国创业历史性新时期提供有力
的智力支撑和生力军。

（李 苗 刘启定 张致诚）

“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
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
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党的十九大报
告再次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目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高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湖南农业大学秉承“质量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
校”的办学理念，不断探索，创建了“多维协同”人才
培养模式，在长期教学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
求，深入推进高校双创教育教学改革
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在新形
势下，高等农业院校持续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培养
具有双创高素质的涉农生物学人才？
湖南农业大学在探寻“泛在实践”改
革进程中，找到了答案。

自 2003 年以来，学校遵循教育规
律，聚焦主要问题，综合运用调查研究、

比较研究和行动研究等多种方法，边研
究、边实践、边提升。学校以实践教学
改革为切入点，针对双创教育中教学
方法单一、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问题，
学校把“做”（实践性教学）和“学”（理
论教学）相互融通，通过推进基础训
练、综合提高和研究创新的融通，综合
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的融通，
实践教学资源与在线富媒体的融通，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融通，形成了

以“四融通”为特征的“做学一体”方法
体系，实现了学生创新思维训练和创
业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在双创教育的“泛在实践”实施
中，学校将国家级别、省部级、校级生
物学教学科研平台面向所有涉农专业学
生开放，虚拟仿真实验室全天候在线开
放，加强院级、校级孵化基地建设，
增设素质拓展项目，打造双创教育无
时无处无障碍协同对接，互联共振的

“泛在实践”培养方式，使双创人才培
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先后涌现出了
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和表彰的优秀村
官彭万贵，创办公司帮助洞庭湖区藕
农解决销售难题、年销售5000多万元
的彭思华，创办公司帮助橘农解决病虫
害防治难题、年销售额达千万元的莫博
程，创办公司带领青海藏区农牧民脱贫
致富、年销售达 6000 多万元的索南才
让等一大批双创优秀典型。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
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
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对
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创新创业
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多维协
同”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根据教育部
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方案与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学校相关
文件要求，从目标、课程、方法、教
师、环境和评价等维度协同开展双创
人才培养，着力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

在目标维度上，本研衔接，统筹
培养目标，引领双创方向。学校以面
向三农和服务社会为宗旨，将“面向

‘三农’，服务社会”的理念贯穿到生
物科学、生物技术等生物学相关专业

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的各阶段和全过
程中，贯通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衔
接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有情怀、有知识、有能力的双创型
人才。

在课程维度上，科教融合，重构
课程体系，夯实双创基础。坚持科学
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将科研项
目融入教学课程，科研成果融入教学
内容，科研方法融入实践教学，打造
双创教育“泛在实践”平台；大力推
进知识结构体系更新，重构理论课程
和实践课程体系，强化了双创教育类
课程，夯实双创基础。

在方法维度上，做学一体，改进
教学方法，激发双创思维。以教学资
源建设为抓手，倡行移动互联网 APP

等新技术、新方法与新手段，推动混
合式教学改革。以专业和学科文化传
承与“国际植物日”等生物学系列主
题活动为导向，激发学生的专业兴
趣，塑造了学生的专业品德与素养。
以形式多样的实践技能大赛为载体，
磨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践技能，强
化学生竞争意识与团队精神。

在教师维度上，师资互补，优化
团队结构，凝聚双创力量。通过培养
与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加强教师梯
队和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积极引导教
师将自身发展与学科发展融为一体，
强化团队意识，创造事业留人和感情
留人的良好环境，以优秀团队和杰出
人才为主导，建设一支专业知识和年
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在环境维度上，资源共享，完善
支撑条件，打造双创环境。实行资源
共享，“科学研究平台+实践教学平
台”和“教学科研平台+技术服务平
台”互通运行，以科研课题、创新平
台、开放课题与创新项目为依托，传
帮带送和朴诚奋勉为底蕴，以国际交
流和学科交叉为抓手打造双创环境，
不断提升学生的科研素质与双创能
力。

在评价维度上，过程监管，健全
评价机制，强化双创保障。实现全过
程监管，健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的
论证审定、课程考试方法、操作技能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教师考
核、毕业生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等多
方评价机制，强化双创保障。

C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进双创人才培养

B 坚持“多维协同”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A 探索“泛在实践”方法，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生物学实践技能大赛生物学实践技能大赛植物生理教研室教研活动植物生理教研室教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