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地质大学2017年招聘工作人员计划表（预公告）
单位名称  专业 学历层

次
人数 岗位 岗位条件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资源学院

矿产普查与勘探（资源勘查方向） 博士 1  专任教师

王老师      
杜老师

0311—87207988031
1—87208285lhy599
@sjzue.edu.cn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博士 5 专任教师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博士 1 实验教师

构造地质学 博士 1 专任教师

摄影测量与遥感 博士 2 专任教师

地球化学 博士 1 专任教师

海洋地质学 博士 2 专任教师

水资源与环境工
程学院

水文地质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或地质工程（地
下水方向）

博士 4 专任教师 陈老师
0311—87208372 
chenkang@hgu.edu.
cn　

勘查技术与工程
学院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博士 3 专任教师

袁老师 0311—87208291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工程 博士 3 专任教师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固体地球物理 博士 2 专任教师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博士 1 实验岗位

宝石与材料工艺
学院

岩石矿物材料学/矿物材料学 博士 2 专任教师

王老师    
0311—87208478  
wlixsh@126.com

矿物加工工程 博士 1 专任教师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有宝石学背景） 博士 1 专任教师

宝石学或方向 博士 2 专任教师

美术学（雕塑方向）/艺术（工艺美术方向）/
设计学（珠宝首饰设计方向）

硕士及
以上 2 实验岗位



土地资源与城乡
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或方向 博士 2 专任教师

玉老师 yush@sjzue.edu.cn测绘科学与技术 博士 4 专任教师

土地资源管理或方向 博士 4 专任教师

经贸学院

统计学 博士 1 专任教师

刘老师
0311—87208460  
ldzh2342@126.com

金融学 博士 2 专任教师

经济学 博士 2 专任教师

国际经济与贸易 博士 2 专任教师

会计学院

工商管理（含企业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
审计学等方向）

博士 4 专任教师
宋老师

87208433  
87208433@163.com

会计学 硕士及
以上

1 实验岗位

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1 专任教师

王老师
0311—87207129 
huahua@sjzue.edu.
cn企业管理 博士 1 专任教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1 专任教师

都老师
0311—87208278  
duqinjun@sjzue.ed
u.cn

技术经济及管理 博士 1 专任教师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博士 1 专任教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2 专任教师

唐老师 0311-8720847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2 专任教师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博士 2 专任教师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 专任教师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博士 1 专任教师

数理学院 数学类 博士 5 专任教师 曹老师
0311—87207075 
caonanbin@163.com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 1 专任教师

宋老师
0311-87208491     
sdw1010@sjzue.edu
.cn

法语 硕士及
以上

1 专任教师

捷克语 本科 1 专任教师

法政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学 博士 1 专任教师

侯老师
0311-87207117    
houliyan111@126.c
om法政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博士 1 专任教师

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 博士 1 专任教师

劳动经济/社会保障管理 博士 1 专任教师

艺术设计系

设计学（环境设计/景观建筑/产品设计/视觉传
达）

硕士及
以上 2 专任教师

“985”、
“211”院校优先

齐老师
87207690   
qiyong1965@126.co
m

戏剧与影视学/动画 硕士及
以上

1 专任教师

美术学
硕士及
以上 1 专任教师

野外实习，限男
性，“八大”美
院毕业生优先

社会科学部 近代史 博士 1 专任教师 任老师
0311-87207369  
renfengzhen@126.c
om

体育课教学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足球) 硕士及
以上

1 专任教师 男足 陈老师

博物馆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博士 2 科研岗位

吴老师
0311-87207949      
wwswuwensheng@163
.com

金融学/应用金融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硕士及
以上

1 管理

资源与环境工程
研究所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博士 2 科研岗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理
信息系统（地学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方向）

博士 1 科研岗位 栾老师 0311-87208299

现代教育技术中
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及
以上 2 实验岗位 耿老师 87208400



国际教育与合作
处

教育学 博士 1 管理 廖老师 0311-87207567

财务设备处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硕士及
以上

2 管理 申老师 0311-87208450

学术传播中心
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

博士 2 编辑专技 杨老师 0311-87207235

长城研究院 人类学 博士 1 科研岗位

人事处
教育学 博士 1 管理

侯老师 0311-87208029
工商管理 硕士及

以上
1 管理 中共党员

学生工作处(就业
指导中心）

地质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思政
硕士及
以上 3

辅导员 中共党员 郑老师
0311-87207222       
zhengbingzhang@16
3.com专业不限 博士 2

职业发展教育/应用心理学/基础心理学/企业管
理

硕士及
以上 1 管理 中共党员

后勤集团 临床医学(含影像医学)
硕士及
以上 1 教辅专技 易老师

87208259     
wlei@sjzue.edu.cn

招聘说明：

1.招聘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岗位

（1）年龄原则上30岁以下；原则上2017届毕业生；硕士阶段和本科阶段必须为全日制普通高校脱产学习，且毕业证和学位证双证齐全；国内院校的
毕业生起始学历（本科）和最终学历的毕业单位，原则上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含原地矿部直属五所本科院校，美术学岗位含“八大美院
”）；国外院校毕业生应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

（2）报名：必须通过河北省人社厅报名系统报名，请应聘者务必关注河北省人社厅公开招聘信息；同时要在学校邮箱投递简历。若本人学历、学位
为博士，但应聘硕士计划的，也必须通过人社厅报名。

（3）每个岗位的计划指标、学历要求和岗位条件，最终以河北省人社厅网站公布为准。

2.招聘学历为“博士”的岗位要求：

（1）年龄原则上在40岁以下；



（2）博士毕业证和学位证双证齐全；

（3）国内高校（院、所）博士毕业生，起始学历（本科）原则上应为普通高校二本及以上批次统招本科毕业；国外院校博士毕业生，应在国外知名
大学或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要求全日制脱产学习。

（4）具备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读博期间主持或参加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在本专业领域的重要学术期
刊上公开发表过学术论文。

（5）博士毕业生应聘直接向学校招聘邮箱投递简历即可。

3.联系方式

（1）联系人：肖老师  李老师  电话：0311-87208392 ，87208030

（2）学校招聘邮箱：rczp@hg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