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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季全国博士、博士后、 高级人才

巡回签约洽谈会——武汉站

为进一步做好全国博士生就业工作，同时满足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对于

中高级人才的招聘需求，促进中高级人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

有效配置。中研博硕英才网定于5月27日在中南花园酒店举办2022年春季全

国博士、博士后、 高级人才巡回签约洽谈会——武汉站，现诚挚邀请有就

业择业需求的海内外博士、博士后人才参加！

【参会详情】

主办单位：中研博硕英才网

承办单位：中研博硕英才网

会议时间：5 月 27 日(星期五 14:00-17:00)

会议地址：中南花园酒店（南苑楼三楼中南厅）

参会人员资质：有就业择业需求的海内外博士、博士后人才，专业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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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津贴：本场会议将为参会博士提供交通津贴，具体补贴形式、流程及

金额请添加求职顾问微信了解，仅限会前扫码报名的博士哟！！

【人才参会方式】

请同学们提前线上报名，线下参会，避免会场排队等候

线上报名方式（任选其一）

1.移动端：“博硕直聘”微信小程序（人才端）扫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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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端：登录链接：www.91boshuo.com/public/registered

注册报名，已注册的人才直接登录报名（请选择谷歌或360浏览器）

报名后，会前将收到短信参会提醒或电话参会提醒！！！请人才同学注意

查看短信或接听电话。

【咨询入口】

人才咨询热线：关老师 13545876405 微信:Zybsycw456

单位咨询热线：池老师：18627115924

活动设立了官方人才就业交流 QQ 群，请同学们可加群 182709715 备注学校

-专业-姓名-学历，邀请进群了解参会单位信息

加入 QQ 群可获得以下求职福利：

①海量岗位资讯 群内由求职顾问定时推送高质量招聘信息；

②研究生聚集地 群内汇聚各地不同专业优秀人才，鼓励在群内探讨学术、

就业等相关信息；

③及时了解最新单位及岗位信息 群内将每日发布最新参会单位名单，敬请

关注；

④参与中研博硕英才网求职端活动 群内成员可不定时参与中研博硕英才

网发起的求职端互动活动，幸运者可赢取精美礼品或现金红包。

【温馨提示】

招聘会于14：00准时开始，17：00结束。请预留交通时间，准时到场，

人才进场需扫码签到，签到前请提前打开手机定位服务。

【防疫要求】

1)入场请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测温,并出示当地健康码；

2)参会期间须全程佩戴口罩；

3)加强防护意识，人与人之间尽量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

【招聘单位信息】部分参会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https://www.91boshuo.com/public/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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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中医药大学

学历要求：现场了解

招聘岗位：现场了解

招聘专业：现场了解

2.汉坤律师事务所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专利代理师/助理、法律助理

招聘专业：电学（通信、计算机、半导体、微电子、自动化、电气工程、

物理等方向）、机械（机械工程、精密仪器、热能工程、汽车工程、工业

工程等方向）生物化学医药（高分子、材料科学、医药、生物、医学工程

等方向）、英文、中文、法律或管理类专业

3.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智慧能源研发类、软件开发&大数据类、智慧能源技术类、智

慧能源解决方案类、职能管理类、市场营销类、工程服务类

招聘专业：机械类、电气类、电力电子类、控制类、力学类、动力学类、

材料类、海洋结构类、港口航道类、岩土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材料类

（复合材料/高分子/非金属）、新能源类等相关专业、计算机、统计学、

数学、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通信、网络工程、机电类等相关专业、机

械类、电气类、新能源类、材料类、海洋工程类、测控技术与仪器、金属

材料类、工程管理类、土建类、工程经济类等相关专业、新能源类、风能、

流体力学、动力学、气象学、储能类等相关专业、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机电工科专业、财会类、刑侦技术、经济学、法学等相关专业、机械

类、电气类、经管类、市场营销类、国际贸易类，其他不限小语种等相关

专业、机械类、电气类、新能源类及其他工科专业

4.中国计量大学计量测试工程学院

学历要求：现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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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现场了解

招聘专业：现场了解

5.福建商学院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

招聘专业：电子商务相关专业、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方向、国际商务、数量

经济学专业、国际贸易学专业、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习阶段为金融

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及相近专业方向、研究生学习阶段为金融学、统

计学、数量经济学及相近专业方向、研究生学习阶段为金融学、统计学、

数量经济学及相近专业方向、企业管理、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管

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数学类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交通运输工程类交通运输规划与

管理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类系统工程专业；物流管理

或供应链管理方向的专业、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工商管

理或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企业管理、工商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管理科

学与工程、劳动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管理学、经济学、

理学类（研究生专业为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税务、资产评估方向、

管理学、经济学、理学类（研究生专业为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税

务、资产评估方向）英语相关专业、翻译专业优先、西班牙语相关专业、

翻译专业优先、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学、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硬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程与项目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相近专业）、工商管理类会展管理相

近专业；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或相近专业、新闻传播类

广告、新媒体学、广播电视学与数字传播或相近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类文

艺与新传媒、艺术文化学或相近专业、管理学、经济学类旅游管理方向；

地理学类人文地理学专业旅游管理方向、食品科学与工程、设计学、艺术

学、美术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艺术学理论、马克思主

义理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体育学类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

育学、哲学类美学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应用语言学或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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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房屋建筑类、基础设施类、勘察设计类、金融财务类、职能管

理类

招聘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通信与

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微电子学

与固体电子学等相关专业、光学工程、光电工程、光电科学与工程、光电

系统与控制技术、光电检测技术与仪器、光学测试仪器与科学、信息传感

与仪器等相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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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航制导与控制、仪器仪表工程等相关专业、电气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等相关专业、摄影测量与遥

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武

器系统与运用工程、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等相

关专业、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工业工程等

相关专业、能源与动力、储能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应用数学、物理电

子学等相关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7.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电子信息类、光电类、计算机类、控制类、电气类、测绘类、

兵器科学类、机械类、能源类、基础学科类、其他

招聘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通信与

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微电子学

与固体电子学等相关专业、光学工程、光电工程、光电科学与工程、光电

系统与控制技术、光电检测技术与仪器、光学测试仪器与科学、信息传感

与仪器等相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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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航制导与控制、仪器仪表工程等相关专业、电气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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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等相关专业、摄影测量与遥

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武

器系统与运用工程、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等相

关专业、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工业工程等

相关专业、能源与动力、储能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应用数学、物理电

子学等相关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

8.武汉工商学院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

招聘专业：英语、外国语言文学、国际经济贸易（有物流相关经验），金

融学、金融学、保险学，应用经济学、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财务管

理、会计学、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交通运输学、信息与通讯、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电子

信息工程、软件工程、通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材料学、生

物学、化学、药学、新闻传播学、法学、艺术设计、工业设计、设计学、

园艺学、美术学、设计学、数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测试技术及仪器、工程力学、电气

工程（电工与电子技术）

计算机相关专业

9.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零研究所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产品开发 1、产品开发 2、产品开发 3、产品开发 4、硬件工程

师、软件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算法工程师、光学工程师、工业设计、化

学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法务岗、税务会计、

财务分析、财务核算、项目管理、质量管理、检验岗

招聘专业：质谱、分子光谱等方向仪器的设计与开发、指导光谱仪器的设

计与开发产品逻辑算法、控制算法、定性定量算法的设计、指导病毒、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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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微生物分析探测仪器的开发、产品硬件电路设计与调试、产品软件、操

作界面的设计、产品结构设计、产品逻辑算法、控制算法、定性定量算法

设计、光谱仪等设计开发、产品的工业设计与优化、内/外场试验、有机合

成、工装硬件设计、生产跟产、装备售后服务、工装设备设计、工艺方法

调研改进、工艺技术文件编制、跟产、工装软件设计、上位机软件开发、

生产跟产、装备售后服务、负责经济合同审核、合规性审查等、税务筹划

及日常申报缴纳等、财务数据分析及报告、财务数据核算、负责项目全周

期管理

10.湖南三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芯片研发工程师、长晶研发工程师、晶圆研发工程师、外延研

发工程师、应用研发工程师、封测研发工程师

招聘专业：半导体物理、材料、物理、集成电路等相关专业、电气、自动

化控制、可靠性等相关专业等相关专业、微电子、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

物理、等相关专业

1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博士后

招聘专业：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工业催化、高分子专业、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石油化工、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工过程机械、

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力系统、环境工程、安全工程、油气储运、土木工程、

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管理等专业。

12.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电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

招聘专业：通信、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光电等相关专业、机械领域

相关专业、生物、化工、化学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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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阳理工学院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

招聘专业：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

及理论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物联网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地下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工程管理、给排水科学与

工程 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发酵工程、微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细

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 中医学、中药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护理学、临床医学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软件工程、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体系结构、数据科学 建

筑学、城乡规划、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环境设计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应

用数学、基础数学、物理学 经济管理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 教育学、心理学、学科与教学论、学前教育、学科与教学论、

合唱与指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

计、动画 广播电视学、传播学 英语、商务英语、日语 体育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大数据科学与工程、网络安全技术与工程

14.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

招聘专业：轻工食品类：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发酵工程、

微生物学、轻工技术与工程、印刷工程、包装工程、高分子材料、材料工

程技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或学科。艺术类：美术学、设计艺术

学、艺术学等专业或学科。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通信与信号系统、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子信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集成电路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等专业或学科。机械

电气类：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电

气工程、控制工程、电机与电器、电路与系统、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等

专业或学科。经管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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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或学科。公共学科：体育、思想政治教育、英

语、数学、物理、化学、汉语言文学等专业或学科。

15.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深圳）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副研究员、博士后、精神科医生、科研助理、实验技术人员、

临床研究助理、实习生

招聘专业：具有生物（化）学、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专业、精神医

学专业 医学实验技术、生物技术、基础医学或相关专业、心理学等相关专

业 生物学、基础医学、医学实验技术、生物技术、心理学、生物医学工程

或相关专业

16.黄冈师范学院

学历要求：现场了解

招聘岗位：现场了解

招聘专业：现场了解

17.丽水学院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辅导员

招聘专业：汉语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民俗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英语教学、

外国文学、翻译、应用语言学等相关方向、有日本语文化研究背景的人文

社科专业、作曲理论、器乐演奏（民族打击乐）、艺术指导、教育学相关

专业、分析化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等化学相关专业、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工业催化、新能源等

相关专业、中药学、药用植物分类、中药资源开发等相关专业、药物生物

信息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等生物技术药研发相关专业、生物与医药等相

关专业、生物多样性、进化生态学、生理生态学等相关专业、水产学、森

林培育、森林保护、植物病理学、作物学、果树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

园林植物及观赏园艺、植物科学、农业气象学、茶学、作物遗传育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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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学、植物营养学等相关专业与方向、中药学、风景园林、园林植物等相

关专业、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运筹学与控制论、应用数学、基础数学、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与信息系统、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系

统工程、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

理论与新技术、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程、通风及空调工程、防灾

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地质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港

口海岸及近海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

技术、、理论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口腔医学、基础

医学、康复医学、护理学、影像医学等、临床医学、生物学等、工商管理

（会计学或财务管理方向）、应用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美术学、摄影、

陶瓷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新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设计学、

环境设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党的建设，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哲学，历史学，中共党史，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民商法、民法、职业技术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成人教育学、教

育史、政治经济学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或区域经济学

或金融学农业经济管理或林业经济管理、社会保障或土地资源管理、社会

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农学、化学等相关专业、

生物技术药物研发等相关专业、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与

控制论、应用数学、基础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应用技术、理论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工商管

理（旅游管理方向）、农林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农村与区域发展）

18.安徽工程大学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博士后

招聘专业：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工程、光学工程、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农业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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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学与技术、数学、系统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

学与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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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学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交通运输工程、光学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纺织科学与工程、设计学、生物学、

药学、化学工程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化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系统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工商管理、新

闻传播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信息与

通信工程、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公共管理、

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英语语言文学、日

语语言文学、体育学、土木工程、力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建筑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

工程、物理化学

19.河南科技大学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

招聘专业：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

程、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

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导航、制导与控

制

20.湖北工业大学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专任教师

招聘专业：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农机、控制科学与工程、车辆工

程、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通信科学与技术专业、电气工程、

水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物理学、化学、控

制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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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轻工技术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基础

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药学、化学、

中药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土木工程、管理科学与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力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生物医药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安全科

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设计学、艺术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

工程、设计学、艺术设计、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金融学、财政学、统计学、公共

管理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数学、信息技术相关专

业、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政治学、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

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光学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信息与通讯工程、机械工程、微电子工艺、

微电子材料与器件、物理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学、

体育学、体育教育学、机械工程、农业工程、教育学、管理学

21.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学历要求：现场了解

招聘岗位：现场了解

招聘专业：现场了解

22.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工程管理类、职能管理类

招聘专业：土木工程、道桥与渡河工程、测绘工程、安全工程、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机械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材料科学、交通工程、市政工程、

工程力学等专业 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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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学历要求：硕士及以上

招聘岗位：造价工程师（土建/市政/安装）咨询工程师、研究员、招投标

专员、项目管理岗、人力专员

招聘专业：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

与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相关专业、经济类、

管理类、理工类和工程类相关专业、低碳经济、管理科学与工程、动力工

程等相关专业、法学、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24.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学历要求：博士

招聘岗位：高层次人才、优秀博士

招聘专业：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肿瘤学、麻醉学、妇产科学、儿

科学、口腔医学、耳鼻咽喉科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全科医学、神经病学、

眼科学、中医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急诊医学、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病理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分析化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护理学、基础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生物学、药

学

详情请登录：www.91boshuo.com 或关注中研博硕英才网公众号了解

http://www.91boshu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