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工学院 2020 年网络人才视频招聘会公告 

一、网络视频招聘会简介 

举办时间：北京时间上午 9:00-12:00 

举办场次：2020 年 5 月 31 日、6 月 30 日、11 月 15 日。 

宣讲会地址：http://gtv.91boshi.net/ 

报名地址：http://zph91boshi.mikecrm.com/Yhec7Dy  

二、学校简介 

安阳工学院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河南省安阳市，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校，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是全国第 9 所、河南省第一所培养飞行员的高校。 

学校占地面积 1580 亩，建筑面积 66.6 万平方米，仪器设备价值 4.45 亿元；学校现有教职工 1361

人，具有正高职称教师 102 人、副高职称教师 328 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 959 人, 拥有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专家、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省科技创新杰出人才等高层次人才近 60 人。 

学校设置有 18 个教学院部，开设 57 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 2.2 万人。建有省级教学团队、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省级特色专业等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49 项。 

学校拥有省级重点学科 5 个，建有“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安阳工学院分中心”“河南省动物疫病防控与营养免疫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兽用

生物制品研发与应用国际联合实验室” “农业部航空植保重点实验室”“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安阳工学院基地”“河南省生物再生能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高精密主轴工程实验室”

http://gtv.91bosh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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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野生棉种资源挖掘与利用工程实验室”“河南省全媒体科普传播中心创作基地”“河南省高

校机床测试与仿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 

学校先后荣获“省级文明单位”“河南高等教育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典范高校”“河南省十大创新

创业典范高校”“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最佳示范院校”“河南综合实力 20 强领军高校”“河南最

具就业竞争力领军高校”“改革开放 40 周年具有国内影响力河南高校”“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优秀奖”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人民满意的十大高校”“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最具国内就业

竞争力高校”等荣誉称号。 

为适应发展需要，学校现面向海内外诚聘优秀人才。 

三、招聘对象及条件 

1.学术领军人才 

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人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中青

年突出贡献专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人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人选、“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中原学者、省

级特聘教授、省百人计划人选、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2.学科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须具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成绩突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科研业绩特别突出的可放宽到 50 周岁）。 

3.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根据条件不同博士研究生分

为 A、B 两类，具体条件如下： 

博士 A 类，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或中科院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本人第一或本人第二、导师第一），且在 SCI 期刊或国家权威学术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一般指同行专家公认的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研究所（中心）或国家一级

专业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 

（3）理工科类博士在 SCI 一区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 篇，或在 SCI 二区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2

篇。 

（4）人文社科类博士在我校认定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 篇；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2 篇。 

博士 B 类：不符合 A 类的为 B 类博士。 

上述论文均要求本人为独著或第一作者。 

上述人才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

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创新能力；身体健康。 

四、相关待遇 

1. 学术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 

2. 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按不同类别分别享受相应的待遇。 

（1）在享受国家工资、校内奖励性绩效工资、科研奖励等待遇基础上，A 类博士 120-160 万元、

B 类博士 90-130 万元。 



（2）安排配偶工作。配偶符合学校当年公开招聘条件的，可参加公开招聘；不符合公开招聘条

件或参加公开招聘没有被录用的，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并符合人事代理要求的，实行人事代理；其他情

况的，在校内安排劳动合同制工作。 

（3）未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者，校内享受副教授待遇；已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

格者，校内享受教授待遇。 

（4）服务期 5 年，试用期 3 个月。试用期考核合格后安家费发放一半，剩余部分 5 年内逐年发

放。本人在安阳本地购房且能够提供正规购房手续者，可一次性支取安家费。博士后增加 5 万元安家

费，其他待遇与博士研究生相同。 

（5）提供 5 年免收租金的过渡用房。不需要提供住房的，给予相应的租房补贴（根据当年房价

动态调整）。 

五、安阳工学院 2020 年博士招聘专业一览表 

院部 专业（方向） 联系方式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材

料加工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适航技术

等） 

联系人：马洪儒（院长）、侯绿原  

电话：13939983889（院长）  

0372-2592059（院长办公室）  

15517258816（侯绿原）  

邮箱：jxxyzhaopin2019@163.com 

电子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电气控制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机与电器、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

信息系统、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 

联系人：赵建周（院长）、李宏杰  

电话：13569035885（院长）  

0372-2909846（院长办公室）  

0372-2909845（院部办公室）  

邮箱：agdqzp@163.com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网络

与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虚拟仿真等专业

方向） 

联系人：孙高飞（副院长）、张珊靓  

电话：15993849603（副院长）  

0372-2592080（副院长办公室）  

0372-2909898（院部办公室）  

13633724040(张珊靓)  

邮箱：sungaofei@sina.com 

csec@ayit.edu.cn 

土木与建筑工程 土木与建筑工程类（结构工程、工程管理、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市（乡） 联系人：闫春岭（副院长）、王立波  

mailto:sungaofei@sina.com


院部 专业（方向） 联系方式 

学院 规划学、市政工程、测绘工程等） 电话：18317328709（副院长）  

0372-2909878（副院长办公室）  

0372-2592106（院部办公室）  

邮箱：ayitcivil@126.com 

化学与环境工程

学院 
化学化工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材料类等 

联系人：牛永生（院长）、陈京  

电话：13673047252（院长）  

0372-2909802（院长办公室）  

0372-2909841（院部办公室）  

邮箱：ayithgzp@163.com 

生物与食品工程

学院 

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生物工程、

作物遗传育种、生物信息学、农业昆虫和害虫防治、农药学、兽医学、中

药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 

联系人：张坤朋（副院长）王国栋  

电话：18568895897（副院长）  

0372-2909877（副院长办公室）  

0372-2909876（院部办公室）  

邮箱：1095557379@qq.com 

数理学院 

数学类（应用数学、计算数学、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与

控制论）、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等)、凝聚态物理、光

学工程 

联系人：王锋（副院长）、李芳  

电话：13569058686（副院长）  

0372-2592030（副院长办公室）  

0372-2909930（院部办公室）  

邮箱：373673845@qq.com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国际经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统计学、会计学、

技术经济与管理、电子商务等 

联系人：丁文恩（院长）、王建强  

电话：13938686955（院长）  

0372-2592909（院长办公室）  

0372-2909910（院部办公室）  

邮箱：20160573@ayit.edu.cn  

dwe6@163.com 

文法学院 法学（知识产权方向）、艺术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等 

联系人：余锐（副院长）  

电话：13526185136（副院长）  

0372-2592028（副院长办公室）  

邮箱：fisheryr@163.com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联系人：李霞（院长）、原斌华（副院长）  

电话：13569015609（院长）  

0372-2909890（院长办公室）  

0372-2909975（副院长办公室）  

邮箱：20160645@ayit.edu.cn 

艺术设计学院 美术学类，艺术学类，设计学类及艺术相关交叉学科 

联系人：张春蓉（副院长）、王峥  

电话：13007690607（副院长）  

0372-2909620（副院长办公室）  

0372-2592007（院部办公室）  

邮箱：87525125@qq.com 

mailto:373673845@qq.com


院部 专业（方向） 联系方式 

飞行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飞行器设计、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人体与环境工程、

物流管理（航空物流方向）、信息与通信工程、导航制导与控制、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电气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航空安

全管理等 

联系人：杨庆祥（院长）、周娟娟  

电话：13526199968（院长）  

0372-2909855（院长办公室）  

0372-2909218（院部办公室）  

邮箱：2282717734@qq.com 

体育教学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 

联系人：陈庆伟（主任）、郑丽霜  

电话：13837257326（主任）  

0372-2909030（主任办公室）  

0372-2909867（院部办公室）  

邮箱：474216903@qq.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党史党建、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中特理论、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等 

联系人：杨利英（院长）、马晓代  

电话：13849267858（院长）  

0372-2592218（院长办公室）  

0372-2592217（院部办公室）  

邮箱：93628866@qq.com 

  

六、报名及联系方式 

应聘者可通过邮寄、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将个人简历发 送到安阳工学院人事处 

电子邮箱：aygxy_rsc@126.com。 

联系人：石老师、马老师 

办公电话：0372-2322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