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内蒙古大学诚聘海内外英才  

 

内蒙古大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市，距北京 400 余公里。

学校于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之际的 1957 年一步到位、高起点创办，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

数民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任首任校长，

党和政府由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名校选派知名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组成建校初期高水

平师资队伍，带来名校积淀悠久的治学传统和崇高大学精神，为学校后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办学基础和优良学风校风。学校于 1962 年招收研究生，1978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

学，1984 年获博士学位授权，1997 年被批准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2004

年成为内蒙古和国家教育部共建大学，2012 年进入国家中西部“一省一校”高水平大学

建设计划，2016 年成为自治区“双一流”建设首选支持高校。 

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大幅提升，面向海内外英才的

聚集力显著增强，办学质量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学术队伍中的海内外博士比例达 65%，

在国家重大项目承担能力、学术成果国际影响力、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地方能力、国际

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学术制度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已成为国家和自治区高素质

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质量成果转化和高层次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 

为加快“双一流”建设进程，学校实施“骏马计划”加强高端学术人才引进培养，实施

“青年英才引进计划”大批引进海内外英才。未来五年，面向海内外全职在编引进学术带

头人、学术骨干和青年英才 400 余人，为引进人才提供一流学术环境、一流学术资源、

一流学术服务、一流生活待遇，共营干事创新、实现学术梦想的理想平台。 

一、人才招聘学科  

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工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环境工程、能源化工、

食品科学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农学（作物学、园艺学）、

管理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文学（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外国语言文

学）、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 

二、招聘条件及基本待遇 

（一）“骏马计划” 

1. A1 岗： 

招聘条件：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两院”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创造性

成就和重大贡献、学术声望高的一级教授（资深教授）；海外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知名

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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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待遇：聘任期间享受税前年薪 130-20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根据不同学科特点

和研究计划具体商定，最高可达 1 亿元；提供从优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配偶符合调动

条件的可调入学校并妥善安排工作。 

2. A2 岗： 

招聘条件：国家“特支计划”领军人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或具有以上同等学术水

平的高水平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 

基本待遇：聘任期间享受税前年薪 60-13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根据不同学科特点

和研究计划商定，实验类学科在 1000 万元以内，非实验类学科在 300 万元以内；为外

地引进人才提供从优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配偶符合调动条件的可调入学校安排工作。 

3. A3 岗： 

招聘条件：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青年长江学者”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或具有以上同等学术水平的高水平人才。年龄一

般不超过 45 周岁。 

基本待遇：聘任期间享受税前年薪 40-6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和

研究计划商定，实验类学科在 500 万元以内，非实验类学科在 150 万元以内；为外地引

进人才提供从优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配偶符合调动条件的可调入学校并妥善安排工

作。 

4. B1 岗： 

招聘条件：具有海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博士、博士后经历，或国内一流高校与

科研院所副高级以上职务；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对学科建设和本领域

科研工作具有创新性构想，具备主持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组织开展创造性研究工作、

做出一流科研成果的能力水平。具有成长为“杰青”、“长江学者”的发展潜力。理工科类

入选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人文社科类入选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  

基本待遇：聘任期间享受税前年薪 3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和研

究计划商定，实验类学科在 300 万元以内，非实验类学科在 100 万元以内；为外地引进

人才提供从优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配偶符合调动条件的可调入学校并妥善安排工作。 

5. B2 岗： 

招聘条件：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博士、博士后经历；取得国内外同行

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对学科建设和本领域科研工作具有创新性构想，具备主持承担国

家级重点项目、并做出一流科研成果的能力水平。具有成长为“青千”、“优青”、“青年长

江”、“青拔”的发展潜力。理工科类入选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人文社科类入选年龄

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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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待遇：聘任期间享受税前年薪 2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和研

究计划商定，实验类学科在 150 万元以内，非实验类学科在 50 万元以内；为外地引进

人才提供从优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 

（二）学术骨干、青年英才及博士后进站人员引进条件及基本待遇  

1. 学术骨干  

招聘条件：年龄原则上在 45 岁以下，并符合以下条件：（1）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后，具有在海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 2 年以上学术工作经历，或在国内知名

高校或科研院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经历，或在国内外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获得

博士学位、取得突出学术成就、学术水平处于同龄人前列、具备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潜质

的青年拔尖人才。（2）具有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经历并取得重要影响的系列学术成果，积

累有一定高水平科研教学工作经验，对学科建设和本领域科研工作具有创新性构想，具

备主持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组织领导团队创造性开展研究工作、做出一流科研成果的

能力水平。 

基本待遇：提供科研立项启动经费，实验类学科 100-200 万元、非实验类学科 40-100

万元；提供 100 平方米住房一套。享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

待遇以及学校各类津贴。 

2. 青年英才 

招聘条件：年龄原则上应为 35 岁以下，并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良好的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背景，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攻读博士或博士后工作期间具

有学术前沿领域研究工作经历，学术上崭露头角，取得相应学术成果，对未来科研工作

具有创新性构想，具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做出一流创新成果的能力水平或潜质，热

爱教学工作，具有主讲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的能力。 

基本待遇：提供科研立项启动经费 5-30 万元； 住房补贴 10-30 万元。享受学校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以及学校各类津贴。 

3. 博士后进站人员 

招聘条件：符合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有关文件规定的进站条件，以第一作者在重要学

术期刊上发表过与本人博士论文或申报博士后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取得与之水平相

当的其他学术成果。 

基本待遇：学校安排博士后公寓，全职进站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生活费、社会保险

费等待遇。参照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办法，每年由各单位对博士后进站人员进行

科研教学业绩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发放相应科研教学业绩津贴。 

三、申报材料  

应聘者请将个人申报材料发送至如下应聘学院邮箱，同时发送学校人事处招聘邮箱

ndszk@imu.edu.cn、imu_szk@163.com 



4 

 

四、学院联系方式  

学院(所、中心) 学科方向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制

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联系人：杨联贵 

联系电话：0471-4991253 

Email: lgyang@imu.edu.cn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凝聚态物理、粒子与场论、稀土及磁性功能材料、

计算物理、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离子束与电

磁生物技术、低维纳米材料、半导体光伏技术、

物理电子学、非线性光学、光信息技术  

联系人：宫箭 

联系电话：0471-4992967 

Email: ndgong@imu.edu.cn 

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材

料物理与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联系人：张军 

联系电话：0471-4995400 

Email: cejzhang@imu.edu.cn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联系人：莫日根 

联系电话：0471-4992442 

Email:morigenm@life.imu.edu.cn  

实验动物研究中

心 
动物学 

联系人：李光鹏 

联系电话：0471-5298583  

Email: gpengli@imu.edu.cn  

马铃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微生物学、植物学、作物遗传育种 、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学、植物病理学、农业机械化工程  

联系人：张若芳 

联系电话：0471-4994155 

Email: ruofang_zhang@163.com  

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联系人：白凤山 

联系电话：0471-4992934 

Email: eefs@imu.edu.cn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联系人：周建涛 

联系电话：0471-4992341 

Email: cszjtao@imu.edu.cn 

生态与环境学院 
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自然地理学、气

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联系人：李永宏 

联系电话：0471-4993130 

Email: lifyhong@126.com 

交通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

程、防灾工程与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大

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

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技术经济及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  

联系人：柴金义 

联系电话：0471-4996767 

Email: jtchai@imu.edu.cn 

蒙古学学院 新闻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宗教学 

联系人：额尔很巴雅尔 

联系电话：0471-4992433 

Email: ndbye@imu.edu.cn 

蒙古历史学系 中国近现代史、旅游管理、考古学 

联系人：宝音德力根 

联系电话：0471-4992280 

Email: buyandelger@163.com 

蒙古学研究中心 中国民族史  

联系人：齐木德道尔吉 

联系电话：0471-4995771 

Email: chimeddorji@126.com 

蒙古国研究中心 国际关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联系人：白音门德 

联系电话：0471-4994975  

Email: bayarmendb@163.com 

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 
社会学、民族学 

联系人：那顺巴依尔 

联系电话：0471-4996121 

Email: nasanbaya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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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新闻学、传播

学，统计学 

联系人：魏永贵 

联系电话：0471-4996042 

Email: weiyg1218@163.com 

历史与旅游文化

学院 

中国古代史/专门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考古

学及博物馆学、世界史、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学、

生态学、中国近现代史 

联系人：张久和 

联系电话：0471-4996324 

Email: Zhangjh6303@163.com 

哲学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

术哲学、心理学 

联系人：王金柱 

联系电话：0471-4996912 

Email: anhwjz@163.com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

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翻译学  

联系人：李满亮 

联系电话：0471-4996235 

Email: 65141181@qq.com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会计学、金融学、西方经济学、数量

经济学、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 

联系人：杜凤莲 

联系电话：0471-4992904 

Email: xdufenglian@163.com 

法学院 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 

联系人：丁文英 

联系电话：0471- 4996329 

Email: ding_law@sohu.com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应用心理

学、政治学理论 

联系人：刘银喜 

联系电话：0471- 4996434 

Email: yinxiliu@imu.ed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史 

联系人：陈智 

联系电话：0471-4996196 

Email: chenzhi6788@163.com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联系人：巴德玛敖德斯尔 

联系电话：0471-4994359 

Email:badma_odsar@aliyun.com 

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

学 

联系人：于志海 

联系电话：0471-4992775 

Email: yuzhihai1@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