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气储运工程 博士

1、副高及以上优先；
2、博士：要求本科、硕士、 博士
期间至少有一个阶段具备油气储运
工程的学习或研究经历，本科专业
为油气储运工程的优先。

地球化学、测井方面、地震

处理、古生物学
博士

压裂改造、数值模拟 、石油

机械
博士 工程师以上

化学工程
学院

6
化学工程、化学工艺、能源

化学工程、工业催化
博士

1.简历投递邮箱：huagong@gdupt.edu.cn
2.联系人：刘老师
3.联系人手机：18924382148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25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25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博士

职称无要求，若教授，副教授要求有一

定管理、带领团队能力，业务水平较高

的；若年轻博士要求能上有机及物化两

门课的。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博士

2019年教师招聘岗位一览表

10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

1.简历投递邮箱：shiyou@gdupt.edu.cn
2.联系人：陈老师
3.联系人手机：17322932933
4.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086

二级单位

石油工程
学院

化学学院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6

1.简历投递邮箱：huaxue@gdupt.edu.cn

2.联系人：樊老师

3.联系人手机：18824387205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轻化工、应用化学 博士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6
材料学（无机、高分子、成

型控制）
博士 教授或应届毕业生

1.简历投递邮箱：cailiao@gdupt.edu.cn

2.联系人：彭老师

3.联系人手机：15986240922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148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25

环境工程（要求本科为环境

工程专业）
博士 副教授及以上优先

给排水、市政工程、水利工

程、环境工程、土木工程等

相关专业

博士 教授、副教授、博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

与安全、采后专业
博士 教授、副教授博士、博士

发酵工程、生物制药等 博士 有企业工作背景优先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

学
博士 能承担生物信息学教学工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等相近专业
博士 教授或副教授或博士。

化工过程机械、流体机械、

腐蚀与防护
博士 教授或副教授或博士

18

16

27

1.简历投递邮箱：jidian@gdupt.edu.cn
2.联系人：黄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828698840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65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78

生物与食
品工程学

院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机电工程
学院

化学学院

1.简历投递邮箱:huanjing@gdupt.edu.cn
2.联系人：牛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660423455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81101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81109

1.简历投递邮箱：shengwu@gdupt.edu.cn
2.联系人：李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929729915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1269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81109

6

1.简历投递邮箱：huaxue@gdupt.edu.cn

2.联系人：樊老师

3.联系人手机：18824387205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材控、机电专业本科毕业 博士

教授或副教授或博士。能熟练使用UG或

其他3D设计软件和PowerMill或其他数控

加工编程软件。

安全工程、石油化工、消防

工程、公共应急等相近专业
博士 教授或副教授或博士

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

、能源应用工程等相近专业
博士 教授或副教授或博士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 博士 教授或副教授或博士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嵌入

式系统方向，智能电网方向
博士

有企业工作经历或主持参与企业横向课

题等工程背景者优先。

本科或研究生阶段至少有一

个是自动化专业
博士 博士或副教授以上。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械电子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副高及以上或有工程经验者优先。

电气信息类 博士
有企业工作经历或主持参与企业横向课

题等工程背景者优先。

自动化或控制专业或方向 博士 副教授及以上。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械电子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副高及以上或有工程经验者优先。

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相关

专业或方向
博士 副高及以上或有工程经验者优先。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博士 副教授、高工以上优先

27

1.简历投递邮箱：jidian@gdupt.edu.cn
2.联系人：黄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828698840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65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78

自动化学
院

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
学院

38
计算机学

院

1.简历投递邮箱：jisuanji@gdupt.edu.cn
2.联系人：张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692698946

1.简历投递邮箱：dianxin@gdupt.edu.cn
2.联系人：孙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927537537

26

32

1.简历投递邮箱：zidonghua@gdupt.edu.cn
2.联系人：毛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432992596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702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729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网络工程专业或相近专业 博士 副教授、高工以上优先

物联网专业或相近专业 博士 副教授、高工以上优先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博士 副教授、高工以上优先

城乡规划 博士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博士

力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建筑学(含建筑技术) 博士

法学、知识产权、公安学 博士
通过司法考试或有理工科背景或有出国

留学背景的优先考虑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 博士

1、中国古代史博士2名；

2、中国近代史博士1名；

3、世界史博士1名；

4、专门史（民俗史、文化史优先）博士

1名

38

14

20

计算机学
院

1.简历投递邮箱：jiangong@gdupt.edu.cn
2.联系人：肖老师
3.联系人手机：15767406541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70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22

1.简历投递邮箱：jisuanji@gdupt.edu.cn
2.联系人：张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692698946

1.简历投递邮箱：wenfa@gdupt.edu.cn
2.联系人：马老师
3.联系人手机：18675689075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1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131

建筑工程
学院

文法学院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汉语言文学、学前教育、新

闻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

、外国文学（史）

博士

1、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2名，能胜任

古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教

学，科研能力强；

2、学前教育专业博士或副教授以上2

名，专业特长突出，科研能力较强，“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3、新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方向）博士

1名，能网络编辑、网页制作、网站建设

与维护等，科研水平较高；

4、新闻传播学（电视新闻学方向）博士

1名，能摄影、摄像、后期影像制作，有

一定工作经验者优先；

5、外国文学博士1名，有较强的科研能

力。

心理学、教育学 博士 心理学博士1名、教育学博士1名

计算数学、应用数学、计算

机相关专业
博士

教育技术学、教育学 博士

统计、数理统计、大数据、

金融数学、应用数学、基础

数学

博士

职称不限；取得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

（CIIA），金融分析师，金融风险管理

师；统计师；数据分析师；企业相应高

级职称等资格证书优先考虑。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博士

20

26

1.简历投递邮箱：wenfa@gdupt.edu.cn
2.联系人：马老师
3.联系人手机：18675689075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1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131

1.简历投递邮箱：lixueyuan@gdupt.edu.cn
2.联系人：朱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926707518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19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901

文法学院

理学院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旅游

管理、自然地理、土地管理

、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
自然地理专业应聘人员要求副教授及以

上。

物理学 博士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锂电方

向、光伏方向)
博士

欢迎有工程背景的博士研究生前来应聘

。

博士

博士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统计学等

一级学科下所有专业及工业

工程、项目管理、物流工程

等相关专业

博士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统计学等

一级学科下所有专业及工业

工程、项目管理、物流工程

等相关专业

博士

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一

级学科下所有专业及统计学

、数学（侧重于经济、金融

应用数学）专业

博士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统计学等

一级学科下所有专业及工业

工程、项目管理、物流工程

等相关专业

博士

26

1.简历投递邮箱：jingguan@gdupt.edu.cn
2.联系人：万老师
3.联系人手机：15986241056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70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15

1.有国际贸易管理或国际商务管理背景,

或者本科或硕士为英语的相关专业博士

亦可优先考虑；

2.有教学经验或海外留学背景可优先考

虑。

1.简历投递邮箱：lixueyuan@gdupt.edu.cn
2.联系人：朱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926707518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19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901

10

1.简历投递邮箱：waiguoyu@gdupt.edu.cn

2.联系人：李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902510958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501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30

外国语学
院

理学院

经济管理
学院

15

英语、商务英语、翻译、

TESOL等相关专业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体育学院 10 体育专业 博士

1.简历投递邮箱：tiyu@gdupt.edu.cn

2.联系人：于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692591175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8101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79

音乐与舞蹈学 博士

工业设计(家具设计、交互设

计方向等）
博士

设计学类（环境设计、景观

设计、风景园林、建筑学、

公共艺术设计）

博士

1、博士（要求本科、硕士均为环境设计

或相近专业）；

2、高级工程师及以上（环境设计、景观

设计、风景园林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中国近现代史

中共党史
博士

马克思主中国化 博士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博士

8

1.简历投递邮箱：yishu@gdupt.edu.cn
2.联系人：党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580028866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81173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39

1.简历投递邮箱：makesi@gdupt.edu.cn
2.联系人：唐老师
3.联系人手机：13929726898
4.联系人办公电话：0668-2923160
5.学院办公电话：0668-2923549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艺术与设
计学院

5



投递邮箱及联系方式二级单位

学历学位

需求教
师数

职称及其他要求
（“双师双能型”人才优先考虑，
原则上要不低于招聘计划比例的30%

。）

备注

招聘专业或研究方向

招聘条件

合计 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