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用人部门 所属学科或机构 岗位
需求
人数

学历 学位 所需学科专业及方向 其他要求 考核方式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教学 2 博士研究生 博士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经济史、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民经济学、区域
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类学科专业；管理科学与
工程、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管理学类
学科专业

面试

经济学院 统计学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数理统计学、应用统计学、金融与风险管理、社会经济
统计、数学等统计学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财政与公共管
理学院

财政学、税务学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财政学、税收学、数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财政与公共管
理学院

公共管理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社会保障、劳动经济学、行政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数量经济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土地资
源管理、统计学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会计学院 会计学、审计学 教学 2 博士研究生 博士 会计学、计算机、数学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A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B 教学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须有“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双一流”建设学科
全日制学习经历，有大数据研究背景，且年龄不
超过30周岁（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教学 3 博士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数学、统计学、计
算机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管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工业工程、工业设计、电子工程等相关专业；中药学、
药物分析学等相关专业

面试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面试

旅游烹饪学院 旅游管理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营养与食品
卫生学、中医（药膳）等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轻工学院
机械工程、机器

人工程
教学 2 博士研究生 博士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药学院 药学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生药学、药理学、药学 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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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部门 所属学科或机构 岗位
需求
人数

学历 学位 所需学科专业及方向 其他要求 考核方式

法学院 法学、社会工作 教学 2 博士研究生 博士
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教育学等及相关学
科专业

面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

教学 3 博士研究生 博士
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
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及相关学科专业

面试

基础科学学院 数学A 教学 1 博士研究生 博士 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学科专业 面试

基础科学学院 数学B 教学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学科专业
须有“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双一流”建设学科
全日制学习经历，有大数据研究背景，且年龄不
超过30周岁（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面试

设计艺术学院 设计学 教学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设计学  笔试+面试

体育学院 公共体育 教学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篮球专项方向）

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且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
1.具有篮球专项运动员背景。
2.具有两年以上职业联赛或执教高水平篮球队的经历。
3.具有国际、国内篮球职业联赛主持或策划的经历。

笔试+面试
（面试含技
能测试）

国际教育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翻译兼
教学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俄语、经济学、管理学

须具备下列条件：
1.有俄罗斯留学经历，本科或硕士毕业于俄罗斯并取得
相应学位。
2.取得俄罗斯的对外俄语等级考试（ТРКИ）三级及
以上证书。
3.须有两年以上俄语翻译工作经历。
4.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国际教育学院 韩语语言文学
翻译兼
教学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韩语、经济学、管理学

须具备下列条件：
1.有韩国留学经历，本科或硕士毕业韩国大学并取得相
应学位。
2.取得韩国的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五级及以上证
书。
3.须有两年以上韩语翻译工作经历。
4 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校医院 心脏内科 医生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心脏内科学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所报岗位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校医院 呼吸内科 医生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呼吸内科学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所报岗位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校医院 药局 药剂师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西药药剂学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所报岗位的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校医院 DR室 医生 1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医学影像学（常规放射学方向）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所报岗位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笔试+面试



用人部门 所属学科或机构 岗位
需求
人数

学历 学位 所需学科专业及方向 其他要求 考核方式

学生工作部 辅导员A 10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以上为一级学
科），或具有我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相关专业背景。

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中共党员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全日制统招2018、2019届毕
业生（须2019年7月31日前取得研究生毕业证和学位
证）；第一学历必须为全日制统招本科，且本、硕毕业
院校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4.本科或研究生学习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包括班
级班长、团支书；校院两级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
成员、各部部长；校院两级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副主
席；院团委或团总支书记、副书记，学生党支部书记。
5.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笔试+面试

学生工作部

辅导员B

（男生
公寓辅
导员）

9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以上为一级学
科），或具有我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相关专业背景。

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中共党员
2.男性
3.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全日制统招2018、2019届毕
业生（须2019年7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第
一学历必须为全日制统招本科，且本科或硕士毕业院校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5.本科或研究生学习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
6.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笔试+面试

学生工作部

辅导员C

（少数
民族学
生专职
辅导
员）

1
大学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专业不限

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中共党员
2.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全日制统招毕业生（须2019年7月
31日前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新疆籍少数民族。
4.熟练掌握维吾尔语，能够用汉语、维语进行交流。

笔试+面试

合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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