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学院 2018 年诚聘高层次人才 

 

一、学校简介 

怀化学院创办于 1958 年，前身为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2000 年

以来，学校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文明单位”、“湖南省文明高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 

学校坐落于古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现有沪昆高铁，湘黔、枝柳、渝怀铁路，及 209、320 国道、沪昆、包茂高

速交汇的交通枢纽城市——怀化市。学校占地 1100 余亩，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分东、西两个校区办学。 

学校拥有馆藏图书 128 万册，电子图书 232 万册，中文期刊 1941 种；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 1.6 亿元。有教职工 998 人，

其中教授 84 人、副教授 243 人，具有博硕士学位的教师分别为 122 人、551 人；有省级教学名师 1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7 人；

15 人获得过曾宪梓教育基金奖，6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8人分别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

劳动模范”称号。学校面向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有全日制本科学生 16066 人，成人学历教育学生 7100 人。 

学校现有 21 个学院（部、中心），设投资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社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教育、人文教育、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汉语言文学、英语、商贸英语、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学与

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工业设计、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广播电视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制药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

量与安全、风景园林、生物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生物制药、园林、财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酒

店管理、土地资源管理、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

媒体艺术等 54 个本科专业，专业覆盖经、法、教、文、理、工、农、管、艺等九大学科门类。拥有教育部特色专业 1 个，教育

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 个；省级特色专业 7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省级教学团队 3 个；教育部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 1 个，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 3 个、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基地 2 个、省级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2 个、省优

秀实习教学基地 8 个；省级基础课教学示范实验室 1个，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实验室 9 个、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 14 个，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发展专项资金实验室 42 个；省级精品课程 7门。学校已同美国、加拿大、西班牙、乌克兰等国的高校建立了教学、

科研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实现教师、留学生互派，形成了开放办学格局。 

学校拥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植物学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2 个。建有省、校级科研机构（平台）37 个，含民族药用植物资源研

究与利用、武陵山片区生态农业智能控制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2 个，聚乙烯醇纤维新材料与制品湖南省工程实验室，湖南省

民间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等 2 个省级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以及湘西药用植物与民族植物学湖

南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农村学前教育研究基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等 2 个湖南省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近五年来，

教师发表的论文被《SCI》、《EI》、《ISTP》收录 253 篇，获授权专利 64 项，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57 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 227 项，其中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8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 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13 项；获国家自

然科学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湖南省自然科学奖及科技进步奖 9项，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 3 项。 

学校已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 11 万人，其中一大批成为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国内外知名学府和科研单位的教学、科研

骨干。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南华、著名作家王跃文、青年歌唱家陈思思等优秀人才是其中的代表。 

面向未来，怀化学院将秉承“怀仁化物、立地仰天”的办学理念及“厚德博学、唯实求新”的校训，朝着建设区域性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稳步迈进。 

二、2018 年高层次人才招聘计划 

招聘计划请查阅我校网站 

网址 http://rsc.hhtc.edu.cn/index.php?read-592.html  

三、引进待遇 

引进 

层次 

安家 费 

（万元） 

住房  补

贴（万元） 

 科研启动费

（万元） 

实验室建设费 

（万元） 

租房补贴 配偶/子女工作安排政策 薪资和津贴 
服务

年限 社

科

类 

自科

类 

社科

类 

自科

类 



引进 

层次 

安家 费 

（万元） 

住房  补

贴（万元） 

 科研启动费

（万元） 

实验室建设费 

（万元） 

租房补贴 配偶/子女工作安排政策 薪资和津贴 
服务

年限 社

科

类 

自科

类 

社科

类 

自科

类 

拔尖 

人才 
60 160 50 100 100 280 

提供拎包入住型过渡性

住房一套，免租一年。

没有过渡性住房的情况

下，学校根据市场价格

为其提供一年的租房补

贴。 

安排1人工作：符合人社厅规

定条件的，办理调动手续，

不符合调动条件的，实行人

事代理。若不需安排，追加

安家费10万元。 

1.根据国家政策享受

相应薪资。 

2.根据学校政策享受

博士教授津贴和人才

津贴。 

8 

学科 

带头人 
40 80 30 50 40 90 

提供拎包入住型过渡性

住房一套，免租一年。

没有过渡性住房的情况

下，学校根据市场价格

为其提供一年的租房补

贴。 

安排1人工作：符合人社厅规

定条件的，办理调动手续，

不符合调动条件的，实行人

事代理。若不需安排，追加

安家费10万元。 

1.根据国家政策享受

相应薪资。 

2.根据学校政策享受

博士教授津贴和人才

津贴。 

8 

优秀博

士（后） 

 

20 25 10 15   

提供过渡性住房一套，

免租一年。没有过渡性

住房的情况下，学校根

据市场价格为其提供一

年的租房补贴。 

根据配偶学历学位和上级政

策可安排配偶工作：符合人

社厅规定条件的，办理调动

手续，不符合调动条件的，

实行人事代理。若不需安排，

追加安家费10万元。 

1.根据国家政策享受

相应薪资。服务期内享

受校内副教授待遇。 

2.根据学校政策享受

博士教授津贴和人才

津贴。 

5 

紧缺专

业博士 
20 15 5 10   

提供过渡性住房一套，

免租一年。没有过渡性

住房的情况下，学校根

据市场价格为其提供一

年的租房补贴。 

根据配偶学历学位和上级政

策可安排配偶工作：符合人

社厅规定条件的，办理调动

手续，不符合调动条件的，

实行人事代理。若不需安排，

追加安家费10万元。 

1.根据国家政策享受

相应薪资。服务期内享

受校内副教授待遇。 

2.根据学校政策享受

博士教授津贴和人才

津贴。 

5 

其他专

业博士 
20 10 5 10   

提供过渡性住房一套，

免租一年。没有过渡性

住房的情况下，学校根

据市场价格为其提供一

年的租房补贴。 

根据配偶学历学位和上级政

策可安排配偶工作：符合人

社厅规定条件的，办理调动

手续，不符合调动条件的，

实行人事代理。若不需安排，

追加安家费10万元。 

1.根据国家政策享受

相应薪资。服务期内享

受校内副教授待遇。 

2.根据学校政策享受

博士教授津贴和人才

津贴。 

5 

注：1.安家费凭购房发票或装修发票冲抵，住房补贴按服务年限分年给付。 

2.科研启动费和实验室建设费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提供的过渡性住房租期一般为三年。 

4.教授参照博士及以上引进待遇执行。 

5.特别优秀的、有特长或者有特殊贡献的人才，引进待遇面议。 

6.2018 年度紧缺专业包括：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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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学、软件工程、设计学。 

四、联系方式 

请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发至怀化学院人事处电子邮：hhxy_rsc@163.com、hhxy_rsc@126.com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怀东路 180 号怀化学院人事处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745-2851007 或 15274532441 

邮编：418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