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大学 2020 年网络视频招聘会公告 

视频招聘会行程 

举办时间：2020 年 6 月 15 日，北京时间上午：08:30-11:30 

报名链接：http://sciencehr.mikecrm.com/M9GlmO6  

一、学校简介    

河北大学是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河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

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 

学校共设有二级学院 27 所；一级学科博士点 1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4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6 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有 11 个；94

个本科专业。学科专业分布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12 大门类，是全国学科门类设

置最齐全的高校之一。另设独立学院 1 所——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有本科专业 59 个。 

http://sciencehr.mikecrm.com/M9GlmO6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成人教育学生等各类在籍学生 82000 多人，其中，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 5800 余人，全日制本专科生约

25000 人，工商学院学生 10000 余人，成人教育类 40000 余人。现有专任教师 1900 余人，其中，拥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万人

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国家级优秀人才 67 人次，燕赵学者、省

管优秀专家等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342 人次。 

学校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定，毗邻北京、天津及雄安新区，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区位优势。今天的河北大学，在河北省委、省政府

与教育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重点建设下，各项工作日新月异，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全校师生正以入选“部省合建”为契机，齐心协力，攻坚

克难，向着建设“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阔步前行！我们诚挚地欢迎各位英才加入河北大学！ 

二、招聘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在测评、考核的基础上择优聘用。 

三、招聘对象 



2019 年河北大学公开招聘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哲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数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光学工程、化学、环境科学、药学、生物学、生态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土木工

程、建筑学、交通运输工程类、医学等各类优秀博士 200 人。 

四、招聘条件 

（一）思想政治水平 

热爱祖国，热爱高等教育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人师表，品行端正，能够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未受过

任何纪律处分及刑事处罚。 

（二）身体条件 

具有良好的身心条件，且达到《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规定的体检合格标准。 

（三）教学业务条件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教学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技能，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安排。 

 

 

（四）引进类型及待遇 

人才类型 科研业务条件 引进待遇 薪水 

杰出人才 

按照“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的原则确定引进待遇。  “一事一议、一人一策” 

“一事一议、一

人一策” 

科研领军一层次人才 

科研领军二层次人 

科研拔尖一层次人才 

科研拔尖二层次人才 

海外著名学术机构助理教授 



学 

术 

骨 

干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第一层次 

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同时科研业绩成果满足

以下三项条件之二： 

（1）以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级科研一等奖及以上

奖励； 

（2）主持 1 项国家级重点项目； 

（3）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二区以上论文 10 篇以上,其中一区论文不少于 3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发表我校认定的权威期

刊 5 篇以上，其中顶级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80-120 万元 

社会科学：40-60 万元 

安家费：60-80 万元 

年薪 40 万元+

学校高端奖励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第二层次 

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近五年科研业绩成果满

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二： 

（1）以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级科研二等奖及以上

奖励； 

（2）主持 1 项国家级课题； 

（3）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SCI、

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二区以上论

文不少于 2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在本研究领域专

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30-50 万元 

社会科学：10-20 万元 

安家费：30 万元 

河北省工资待

遇+2-5 年生活

补贴+学校高端

奖励 



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第一层次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近五年科研业绩成果满

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二： 

（1）以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级科研二等奖及以上

奖励； 

（2）主持 1 项国家级课题； 

（3）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SCI、

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一区论文不

少于 3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我校认定的权威

及以上期刊不少于 3 篇且顶级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50-70 万元 

社会科学：30-40 万元 

安家费：40-60 万元 

年薪 25 -30 万

元 +学校高端

奖励 



篇。 

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第二层次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近五年科研业绩成果满

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二： 

（1）以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级科研三等奖及以上

奖励； 

（2）主持 1 项国家级课题； 

（3）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SCI、

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二区以上论

文不少于 3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在本研究领域专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30-50 万元 

社会科学：10-20 万元 

安家费：35 万元 

河北省工资待

遇+2-5 年生活

补贴+学校高端

奖励 



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 

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第三层次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近五年科研业绩成果满

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以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级科研三等奖及以上

奖励； 

（2）主持 1 项国家级课题； 

（3）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SCI、

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4 篇以上，其中二区以上论

文不少于 1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4 篇以上，其中在本研究领域专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10-20 万元 

社会科学：5-15 万元 

安家费：25 万元 

河北省工资待

遇+2-5 年生活

补贴+学校高端

奖励 



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 

海内外

优秀博

士后 

海内外优秀博士后 达到优秀博士 C 类及以上引进条件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5-120 万元 

社会科学：3-60 万元 

安家费：20-80 万元 

达到 A 类引进

条件以上享受

年薪 20-30 万

元+学校高端奖

励 

海内外

优秀青

年博士 

A 类 

（1）一般年龄不超过 32 周岁； 

（2）近五年科研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 

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一区论

文 3 篇以上。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发表在本研究领域专业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50-120 万元 

社会科学：30-60 万元 

安家费：50-80 万元 

年薪 20-25 万+

学校高端奖励 



类 CSSCI 来源期刊 3 篇以上，其中我校认定的权

威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或顶级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 

B 类 

（1）一般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2）近五年科研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 

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 SCI、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二区以上论文

不少于 2 篇或一区论文不少于 1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在本研究领域专

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10-20 万元 

社会科学：10-15 万元 

安家费：30 万元 

河北省工资待

遇+2-5 年生活

补贴+学校高端

奖励 



C 类 

（1）一般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2）近五年科研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 

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 SCI、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4 篇以上，其中二区以上论文

不少于 1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4 篇以上，其中在本研究领域专

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5-10 万元 

社会科学：3-10 万元 

安家费：20 万元 

河北省工资待

遇+2-5 年生活

补贴+学校高端

奖励 

D 类 

（1）一般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2）近五年科研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 

科研启动经费： 

自然科学：5 万元 



自然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被 SCI、EI

检索本专业学术论文 3 篇以上，其中强特学科二区

以上论文不少于 2 篇或一区论文不少于 1 篇、博士

点所在学科和省级重点学科二区以上论文不少于 1

篇； 

社会科学学科：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包

括集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2 篇以上，其中强特

学科要求在本研究领域专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博士点所在学科和省级重

点学科要求在本研究领域专业类 CSSCI 来源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 

社会科学：3 万元 

安家费：10 万元 

E 类  一般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未达到我校相应学科引
科研启动经费： 



进条件，但学科建设急需的优秀博士。 自然科学：2 万元 

社会科学：1 万元 

1.全职在岗工作的时间按 12 个月计算，引进的国外高层次人才全职在岗工作时间按 9 个月计算。 

2.上述引进人才的服务年限不少于八年，实行聘期管理，四年一个聘期。 

3.杰出人才、科研领军人才和科研拔尖人才引进条件和待遇实行“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原则。 

4. 自然科学引进条件中的分区为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分区）分区。 

5. 学校设有校内人才支持计划--— “坤舆学者”支持计划，引进人才聘期结束后，可根据自身条件申报“坤舆学者”支持计划。 

联 系 人：朱老师  谭老师 

电子邮箱：hburczp@126.com、hbdx134652@163.com  

联系电话：（0312）5079468 

mailto:hburczp@126.com、hbdx134652@163.com


传真：（0312）5016114 

五、各招聘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聘部门 联系方式 招聘部门 联系方式 

文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00 

邮箱：lizhihello@126.com 

生命科学

学院 

联系人：康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710 

邮箱：xjkang218@126.com 

历史学院 
联系人：肖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7333 

邮箱：BHUhistory2020@126.com. 

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7365 

邮箱：hddxzp@hbu.edu.cn    

新闻传播

学院 

联系人：韩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10 

邮箱：13731053065@163.com 

建筑工程

学院 

联系人：方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28 

邮箱：fang_youliang@126.com    

经济学院 
联系人：成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180 

邮箱：13833232682@126.com    

质量技术

监督学院 

联系人：郝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31 

邮箱：zjzp@hbu.edu.cn 

管理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312-5977048 

邮箱：

hrmhbu@126.com                 

临床医学

院 
联系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8505 

邮箱：hbdxlhc@163.com     

外国语学

院 

联系人：叶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268 

邮箱：yehuijun0698@126.com 

基础医学

院 

联系人：张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008 

邮箱：zhzh313@163.com      

教育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33 

邮箱：LiuYL@hbu.edu.cn    

护理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5604 

邮箱：

hlxy5665@163.com                

法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231 

邮箱：lawcyz@163.com 

公共卫生

学院 

联系人：闫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8507 

邮箱：yanhbu@163.com     



哲学与社

会学学院 

联系人：张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233 

邮箱：zhangyanjing@hbu.edu.cn 
中医学院 

联系人：张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5623 

邮箱：xxzgw@126.com        

艺术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056 

电子邮箱：lzch007@126.com 

国际交流

与教育学

院 

联系人：闫老师      办公电话：0312-5971106 

邮箱：hbuyy@163.com    

数学与信

息科学学

院 

联系人：高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638 

邮箱：ghy@hbu.edu.cn 

中央兰开

夏传媒与

创意学院 

联系人：吕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386 

邮箱：lvyi13579@126.com    

网络空间

安全与计

算机学院 

联系人：杜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565 

邮箱：drzh@hbu.edu.cn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联系人：韩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448 

邮箱：hbumayuan@126.com     

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

院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312-5977069 

邮箱：swang2008@hotmail.com       

公共外语

教学部 
联系人：叶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3268 

邮箱：yehuijun0698@126.com 

化学与环

境科学学

院 

联系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59 

邮箱:linahbu@163.com 

体育教学

部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407 

邮箱：1226680844@qq.com 

药学院 
联系人：闫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8507 

邮箱：yanhbu@163.com 

计算机教

学部 

联系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391 

邮箱：lihf@hbu.edu.cn   

药物化学

与分子诊

断教育部

重点实验

室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312-5929009 

邮箱：wangchunzheng@126.com 

宋史研究

中心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312-5079459 

邮箱： dragon127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