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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大学2018年诚聘海内外英才 
 

� 学校概况 

广西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专业涵盖工、管、理、医、经、文、法、艺术、教育

等 9大学科门类，直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在南中国

古人类“柳江人”的发祥地、广西工业支柱和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市。今天的柳州既

是国家生态宜居、优秀旅游和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西南工业重镇和广西工业中心，其工业

总产值占广西工业的近 1/4。学校现有东环、柳石和柳东（规划建设中）3个校区，占地总

面积近 4700 亩。学校现有 20个二级学院，1 个独立学院，19个研究所（中心），4所附

属医院，77个本专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留学生共 25480 余人。学校

2013 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博士学位授予权立项建设单位。现有 3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个新

增博士学位授权建设一级学科。 

学校有专任教师近 1400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 950 多人。有八

桂学者、特聘专家、优秀专家、八桂名师、教学名师、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第

二层次）等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强校。依托与柳州市政府和各大

型企事业单位建立的董事会制度，实现校、市相融，产、学、研紧密结合，形成了“校市

相融、校企合作”的办学特色，成为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一极。 

学校秉承“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并将深化改革，以本科教育为

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国际教育，不断提升办学层次、水平和特色，力争建设成国内

先进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 招聘需求 

需求单位 需求专业（或方向） 
引进 

条件 
人数 联系方式 

机械工程 

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业设计、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 9 

肖书记 

0772-268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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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 

学院 

车辆工程、物流工程、交通运输、机械电

子工程、工程力学等 
博士 9 

向院长 

0772-2685662 

土木建筑 

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建筑学、工

程造价、工程管理等。岩土工程、建筑材

料相关专业 

博士 9 
林老师 

0772-2686010 

电气与信息

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仪器科学与

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机器人工程。 

博士 10 
谢老师 

0772-2686595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与供应链、工业工

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

计、财务、营销、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运筹与优化、统计学、

工业经济管理、劳动经济学、金融学等。 

博士 8 
阳老师 

0772-2686665 

生物与化学

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含制

糖工程）、制药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 
博士 3 

莫老师 

0772-2687033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电

子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博士 8 

陆老师 

0772-2685975 

理学院 

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数学、

应用数学、运筹与优化、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理学 

博士 4 
何老师 

0772-2687015 

艺术与文化

传播学院 

服装艺术设计、环境设计、设计艺术学、

汉语国际教育 

博士或 

正高职称 
3 

蔡院长

0772-2686036 

外国语学院 外语类专业 博士 3 
覃老师 

0772-2686521 

社会科学 

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社会工作） 博士 2 

吕老师 

0772-2686013 

财经学院 

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数量经

济、国际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经济

统计、保险学、税收学、投资学、会计学、

财务管理、国际商务、审计学、资产评估、

市场营销 

博士或 

高级职称 
10 

林老师 

0772-268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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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护理系 
外科护理学、内科护理学 

博士或 

正高职称 
5 

李老师 

0772-2056008 

医学院 

药学系 
药剂学、中药学 

博士或 

正高职称 
2 

李老师 

0772-2056008 

医学院公共

卫生和医学

技术系 

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职业卫生与职业病、

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

生学）、口腔医学、医学检验、医学影像

学、医学影像技术。 

博士或 

正高职称 
8 

李老师 

0772-2056008 

医学院 

基础医学部 

人体解剖学、人体组织与胚胎学、生理学、

病理学或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医学

类）、医学寄生虫学、医学伦理学 

博士或 

正高职称 
4 

李老师 

0772-2056008 

第一临床医

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眼

科学、耳鼻喉科学、肿瘤学、口腔科学、

麻醉学、急诊医学、皮肤病与性病学、临

床检验诊断学、影像诊断学 

博士或 

正高职称 
12 

谢院长 

0772-3019101 

第二临床医

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肿瘤学、内科学、

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眼科学、口

腔科学、影像诊断学、医学检验 

博士 12 
韦曙平 

0772-3199947 

工程训练 

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或 

正高职称 
1 

黎老师 

0772-2685775 

体育学院 
排球、健美操、器械健身健美、运动康复

与按摩、攀岩、户外运动等 

博士或 

正高职称 
1 

吴老师 

0772-2685375 

职业技术 

教育学院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车

辆工程、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技术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博士或 

正高职称 
1 

万老师 

0772-2685772 

学校将少量接收车辆工程类、机械类、医学类、土建类、电气类、财经及管理类、计算机

类的优秀硕士研究生从事教学、科研、实验室及行政工作。 

� 引进人才类别及待遇 

第一类：广西科技大学“3331”计划人才 

见《广西科技大学“3331”高层次人才建设实施方案》，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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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正高职称博士生导师 

一、安家费（含住房补贴）：60～80万（税前）； 

二、科研启动费：工科、医学类 10万，其他 5万； 

三、实验室建设费：理科、工科、医学类 50万，其他 25万； 

四、博士生导师津贴按规定发放； 

五、学校安排过渡性住房，如无法安排过渡性住房或个人不需要学校安排，提供租房

补贴 1500元/月（两年）; 

六、年龄一般不超过 50岁，具有博士学位。 

 

第三类：正高职称人员 

一、安家费（含住房补贴）：50～70万（税前）； 

二、科研启动费：工科、医学类 5万；其他 3万； 

三、实验室建设费：理科、工科、医学类 30万；其他 15万； 

四、学校安排过渡性住房，如无法安排过渡性住房或个人不需要学校安排，提供租房

补贴 1200元/月（两年）; 

五、年龄一般不超过 45岁，具有博士学位。 

 

第四类：海内外优秀博士 

一、安家费（含住房补贴）：40～60万（税前）。 

一般为 40 万，对于特别优秀的博士，每具备下列 1 项条件，可增加 10

万元安家费，最高 60万： 

（1）国内一流高校、中科院、社科院、国家重点学科，或水平相当的海

外高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毕业； 

（2）五年内主持并完成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通过相应主管部门验收，

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或主持并完成 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通过相应主管部门

验收，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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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年内获得 1项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奖励（排名不限，以证书为准）；

或获得 1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排名第 1）； 

（4）以第一作者、独著、通讯作者发表 SCI 一区论文 1篇（以检索证明

为准，分区标准执行中科院 JCR大类分区标准）； 

（5）以第一完成人获得 2项及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被开发转化、且

每项成果年产值 1000万元以上，或者以第一完成人获得 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并被开发转化、且成果年产值 2000万元以上； 

（6）经学校研究确定为紧缺医学类专业（不含药学）的全日制博士研究

生； 

二、科研启动费：工科、医学类 5万；其他 3万； 

三、实验室建设费：理科、工科、医学类 20万，其他 10万； 

四、学校安排过渡性住房，如无法安排过渡性住房或个人不需要学校安排，

提供租房补贴 1000元/月（二年）； 

五、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岁。 

 

其他待遇： 

（一）配偶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可由学校安排工作；配偶具

有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可协助推荐工作。 

（二）通过初步审核，来我校面试的人员可提供住宿，并报销往返路费。 

� 重点学科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学院 

生物化工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西重点学科 

车辆工程 汽车与交通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结构工程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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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 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财经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 科研平台 

类  别 名  称 依托单位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重型车辆零部件先进设计制造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广西汽车零部件与整车技术重点实

验室 
汽车与交通学院 

广西糖资源绿色加工重点实验室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2011”协同创新 

中心 
广西土方机械协同创新中心 机械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糖资源加工重点实验室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机械制造系统可靠性控制重点 

实验室 
机械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预应力及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工业过程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制造系统仿真与企业信息化重点 

实验室 
管理学院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智能计算与分布式信息处理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培育基地 
西部地区产业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财经学院 

� 教学团队 

类  别 团队名称 依托单位 

区 级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机械工程学院 

西方经济学教学团队 财经学院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 理学院 

电子设计与实践教学团队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职教师资培养培训教学团队 职教技术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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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学教学团队 医学院 

土木工程施工与项目管理教学团队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 教学平台 

类  别 名称 依托单位 

国家级 
学生校外教育实践教育基地“广西科技大学-东风

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汽车与交通学院 

区级 

工程训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 

机械工程实验中心 机械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理学院 

生物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实验中心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软件类创新人才协同育人平台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学院 

机械工程高端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平台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平台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大学生创客+创业孵化中心 团委 

� 应聘材料要求 

（一）个人简历 

介绍个人情况，内容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历与学位、

毕业院校、学习经历（从接受高等教育经历开始填）及工作经历、工作业绩、

获奖情况、联系电话、手机、Email等。 

（二）相关证明材料 

电子扫描件：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证书、其他反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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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术水平的材料复印件(包括论著、获奖项目、专利、主持科研课题、学术

兼职等情况)。 

应聘者将上述电子版材料以“姓名-最高学历学位（职称）-毕业院校专业”

的格式为邮件标题发至下述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广西科技大学人事处     

电话：0772-2687731（兼传真）        

联系人： 李老师、韦老师      

邮箱：gxutrsk@163.com、gxutrsk@126.com 

单位网址：http://www.gxust.edu.cn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环大道 268号 

邮政编码：545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