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优化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布局，山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科教融合战略，

整合原泰山医学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等资

源组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同时保留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牌子。 

校（院）设济南、泰安两个校区，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国内首批硕士

学位授权单位。现有本、硕、博全过程人才培养体系，设有 32 个教学机构，拥

有 45 个本科专业，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7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 个博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

物与生物化学 3个学科进入 ESI排名全球前 1%。 

  

 

校（院）拥有一支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的高层次师资和科研队伍，拥有省

级以上人才称号专家 90 余人。设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

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等省级以上高水平创新平台 50 余个。以国际前沿和

国家医药卫生重大发展战略为目标，潜心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7 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 项，吴阶平—保

罗·杨森医学药学奖 3项，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4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 2 项，山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 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9 项。近五

年，共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41 项，

获得多项国际专利。 

校（院）临床和疾病防治实力雄厚，拥有直属附属医院 13 家，非隶属附属

医院 23 家，其中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12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8家。有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 16 个，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7 个。目前指导全省开展职业病、皮肤

病、寄生虫病、肿瘤早诊早治、辐射防护、防盲治盲、罕少见疾病防治工作；拥



有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2019 年 9 月，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对校（院）提出了“培育一流学科、打

造一流平台、集聚一流人才、多出一流成果”的建设目标，努力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应用研究型一流大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科教融合的标杆、

产学研结合的示范和体制创新的典范。目前，校（院）正在实施“学术提升计划”，

旨在通过做强传统优势学科和培育新兴潜力学科相结合，加大力度增强校（院）

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充分发挥科研对整体办学水平提升的支撑作用；为加大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同时加快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制订了“人才引进（提

升）计划”，构建理念先进、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校（院）

成立了科创中心(University Creative Research Initiatives Center)，计划

5年内入住 150-200个课题组，打造面向全球的学术创新高地；，科创中心实施

Principal Investigator（PI）负责制，创造学术活动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高

层次人才的引领作用；校（院）正在牵头建设全生命周期空间组学与健康山东实

验室，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发展提供技术引擎，培养医学及相关科学的高

端人才。

招聘学科需求包括：基础医学、药学、生物学、化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医学技术、护理学、健康医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医学与生命科学相关领域，以及外语（英语、俄语）、管理学及相关学

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育学、旅游管理等相关学科。 

（一）战略人才 

学术造诣深厚，在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做出系统性、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

学术水平在国际同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带领本学科冲击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及同等层次

称号的人才。全职引进或双聘引进，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 

相关支持条件：聘为讲席教授，提供国际上具竞争力的协议年薪、住房补贴、

安家费、学科建设经费。 

（二）领军人才 

1、A 类：在学术前沿领域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或

在本学科领域做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工作，对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有创新性构

想，能够带领相关研究方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周岁。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国家级重大项目负责人、国家级

重大学术团队负责人、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

国家重点学科或一流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国家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及以上首位获得者、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及以上首位获得者、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首位获得者；或与上述人员同等水平的海内外专家。 

相关支持条件：预聘为教授/研究员；年薪不低于 120 万元（税前，下同）；

住房补贴不低于 350 万元（税前，下同）。科研教学型人才，聘任独立 PI，配

备科研团队，年度拨付运行经费 200 万元以上；协助解决配偶随迁、工作安排问

题。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型人才年薪、住房补贴、配偶随迁等与同层次科研教学

型人才一致，资格条件及待遇参考专家论证意见，下同。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型

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40万元。 

2、B 类：在国家重大需求和学术前沿领域，从事前瞻性、创新性研究，已

取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潜力，具有入选更

高层次国家人才项目的实力。年龄一般不超过 45周岁。 

“千人计划”入选者（青年人才项目）、“万人计划”入选者（青年拔尖人

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担任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团队负

责人、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负责人；或与上述人员同等水平的海内外专家。 

相关支持条件：预聘为教授/研究员；年薪不低于 80 万元；住房补贴不低于

260 万元。科研教学型人才，聘任独立 PI，配备科研团队，年度拨付运行经费

150万元以上；协助解决配偶随迁、工作安排问题。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型人才，

拨付启动经费 30万元。 

（三）拔尖人才 

从事前瞻性、创新性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和较高学术造诣，发展

潜力大，在本学科领域取得较高学术水平，具有标志性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入

选更高层次国家人才项目的实力。年龄一般不超过 45周岁。 

1、A 类：“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

者、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国家级重点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下同）负责人、省一流学科（A

类）带头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首位获得者、省部级



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首位获得者、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首位获得

者；或与上述人员同等水平的海外专家。 

相关支持条件：预聘为教授/研究员；年薪不低于 60 万元；住房补贴不低于

100 万元。科研教学型人才，聘任独立 PI，配备科研团队，年度拨付运行经费

60万元以上。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25万元。 

2、B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省级教学名

师或优秀教师、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常委或省医学会专科分会主任委员、省临床

重点专科负责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首位获得者、省部级人文社科科研成

果奖二等奖首位获得者、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首位获得者；或与上述人员同等水

平的海内外专家。 

（2）具有国内高水平高校的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研究机构相应层次职位，

近五年业绩满足以下条件：自然科学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及

以上；以通讯作者在 SCI收录期刊一区（参照中科院分区，下同）并是本领域国

际认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且其中 1 篇 IF≥10。人文社科类：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及以上；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被 SSCI 源期刊收录学

术论文二区 2 篇。 

（3）具有海外高水平高校的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研究机构相应层次职

位，或具有海外长期学术研修经历，近五年业绩满足以下条件：自然科学类：以

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在 SCI 收录期刊一区并是本领域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且其中 1 篇 IF≥10。人文社科类：以通讯作者或第一

作者被 SSCI源期刊收录学术论文二区 2篇。 

相关支持条件：预聘为校聘教授/研究员；年薪不低于 45万元；住房补贴不

低于 60 万元。科研教学型人才，聘任独立 PI，配备科研团队，年度拨付运行经

费 50万元以上。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20万元。 

（四）骨干人才 

在本学科领域已取得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有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潜

力，学术水平居于本学科领域同年龄段学者前列，有望冲击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

和校（院）更高层次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35 周岁以下优先。 

1.泰山学者青年专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三等奖首位获得者、省部级人文社

科科研成果奖三等奖首位获得者；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首位获得者；或与上述人

员同等水平的海内外专家。 

2.海内外高水平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博士（后），近五年业绩满足以下条件：



自然科学类：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在本领域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 4篇，且全部 IF≥5；或在本领域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

且其中一区论文 2篇；或在本领域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且

其中 1篇 IF≥10。人文社科类：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被 SSCI源期刊收录学术

论文二区及以上 1篇。 

相关支持条件：一般预聘为校聘副教授/副研究员；年薪不低于 40万元；住

房补贴不低于 55 万元。科研教学型人才，聘任独立 PI，年度拨付运行经费 40

万元以上。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15万元。 

（五）青年后备人才 

学术思想活跃，在本学科领域取得较为优秀的学术成果，具有良好的学术潜

质的博士（后），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科研教学型人才聘用后需加入上述

高层次人才的课题组，不独立成组。优先引进有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国家级科研

机构或海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工作经历的博士。 

1、A类:有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已取得或预计取得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标

志性研究成果，近五年业绩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海内外高水平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优秀博士毕业生，自然科学类以通讯

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 3 篇及以上，其中一区论文 1 篇或至少 1

篇 IF≥5.0；人文社科类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被 SSCI 源期刊收录学术论文三

区及以上 2篇或被 CSSCI全文收录 6篇及以上。 

（2）经评议，其他与上述条件、水平相当的博士（后）。 

相关支持条件：预聘为校聘副教授/副研究员；执行事业单位标准工资，住

房补贴不低于 35万元。科研教学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50万元。人文社会学科

和教学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10万元。 

2.B 类:近五年业绩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海内外高水平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优秀博士毕业生或在以上机构从事博

士后研究 1年以上的青年学者，或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自然科学类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 SCI论文 3篇及以上，其中至少 1

篇 IF≥3.0；人文社科类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被 CSSCI 全文收录 4篇及以上。 

（2）经评议，其他与上述条件、水平相当的博士（后）。 

相关支持条件：聘为讲师/助理研究员；执行事业单位标准工资，住房补贴

不低于 30万元。科研教学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30万元。人文社会学科和教学

型人才，拨付启动经费 5万元。 



3.C 类：教学急需的公共课或基础课教师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博士。 

相关支持条件：聘为讲师；执行事业单位标准工资，住房补贴不低于 15 万

元。 

E-mail：furczp@sdfmu.edu.cn、furczp@126.com  

电话：王老师 0531--5955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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