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前1%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2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61个

设有30个二级学院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5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6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2个

全球前1‰材料科学、工程学ESI(基本科学指标)

材料科学、工程学、临床医学、化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数学、计算机科
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社会科学
总论、免疫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地球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
态学ESI（基本科学指标）

拥有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3所大型三级甲
等综合性医院及湘雅口腔医院等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诚聘海内外英才

    工学最早溯源于1903年创办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矿科和路科，医学源于美国雅
礼学会1914年创建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享有“北北洋，南高堂”、“北协和，南湘
雅”的美誉。



湘 雅 医 学 院 中 南 大 学 校 本 部 铁 道 学 院

平  台

·国家级创新平台22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5个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                 ·国家工程实验室6个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1个

·国家工程化与创新能力建设平台1个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个        ·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2个 

奖  项

·2000年以来学校共获国家科技三大奖91项                  ·2018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10项

               

一、基本条件

二、岗位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高等教育事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恪守学术道德和教
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学术发展潜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身心健康。

（一）学科领军人才

    已取得同行认可的重大科研成果，具有组织和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的能力；具
有统筹学科发展规划，带领本学科赶超和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能力；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
青、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
    理工医科类人才年龄原则上在50岁以下，人文社科类人才年龄原则上在55岁以下。

人  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56人          ·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19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14人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4人                        ·国家教学名师7人



（二）青年创新人才

    具有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稳定的研究方向，学术思想活跃，有成为相关领域学科带头人的能
力；或国家“四青”人才计划入选者。
    理工医科类人才年龄原则上在40岁以下，人文社科类人才年龄原则上在45岁以下。

（三）其他优秀人才

    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取得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博士学位。
特聘教授（特聘研究员）一般不超过38周岁，特聘副教授（特聘副研究员）和博士后一般不超过35周
岁，讲师一般不超过32周岁。

三、薪酬待遇

（一）学科领军人才

1.学校提供起点年薪60万元以上，超过绩效起点的业绩另发绩效奖励津贴；
2.提供优厚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
3.理工医类科研经费400-600万元，人文社科类科研经费200万元；
4.以合适形式安排配偶工作；
5.单独配置教学科研人员指标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

（二）青年创新人才

1.学校提供起点年薪50万元以上，超过绩效起点的业绩另发绩效奖励津贴；
2.提供优厚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
3.理工医类科研经费200-400万元，人文社科类科研经费80万元；
4.以合适形式安排配偶工作；
5.单独配置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

（三）其他优秀人才

学校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科研经费、购房补贴和安家费。暂未入选“四青人才”但已进入面试环
节或其他特别优秀者，相关待遇可面议。

（四）其他支撑条件

1.拥有长沙市知名附属中小学、幼儿园各2所，可安排适龄子女入读；
2.依托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3所大型三甲综合性附属医院，提供优质医疗保健服
务；
3.为长沙市区无住房者提供一套2年期过渡性人才住房；
4.支持申报湖南省“百人计划”、“长株潭人才集聚工程”等人才项目，入选可获得地方经费资助;
5.在资源配置、团队和平台建设、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

四、应聘方式

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学院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邮箱，并注明应聘岗位。

相关政策可咨询学院联系人或人事处。

人事处联系人： 邱老师 陈老师

工作邮箱： 学科领军人才、青年创新人才）rlzy@csu.edu.cn（

           rc@csu.edu.cn（其他优秀人才）

联系电话：+86-731-88836107 

办公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 号中南大学人事处人才发展办公室932 欢迎扫描浏览中南大学招聘微网站



中南大学2019年度师资需求计划

1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理统计 、应用统计 、概率论及数理金融 、计算数学 、运
筹学、基础数学 、偏微分方程

焦勇                       
0731-88836006    
jiaoyong@csu.edu.cn

邓厚玲              
0731-88836005
math_dhl@csu.edu.cn

2 物理与电子学院
表面界面物理 、自旋电子学 、介观物理 、微纳光学 、信号
处理与通信系统 、微电子器件与微波技术 、现代电子系统
与集成

孙克辉                
0731-88836335            
kehui@csu.edu.cn                                

卜海燕
0731-88836457
y-wuli@csu.edu.cn

3 化学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 、冶金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 、有机及
高分子化学 、应用化学 、药物化学或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
、化学工艺

马跃如
0731-88879617  
hxhgxy@csu.edu.cn 
刘又年
0731-88879616   
liuyounian@csu.edu.cn           

朱敏
0731-88879616
hxhgxy@csu.edu.cn

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系统控
制、微电子光电子器件制造 、机器人 、智能制造 、生物制
造、特种加工 、车辆工程

帅词俊                   
0731-88877710             
shuai@csu.edu.cn

罗小红                   
0731-88879351   
luo_xh@csu.edu.cn

5 轻合金研究院
金属热处理 、金属塑性加工 、金属凝固成形 、金属性能研
究、金属特种成形与装备

黄元春              
0731-88877315 
huangyc6818@163.com

肖政兵               
0731-88877856 
xiaozb@csu.edu.cn

6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能源系统工程 、热能工程 、制冷与低
温工程 、供热供燃气通风与空调工程 、动力机械与工程 、
能源系统测控与优化技术

孙志强               
0731-88830401
zqsun@csu.edu.cn

李英杰
0731-88879863
energy@csu.edu.cn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有色金属材料设计 、计算与模拟 、高性能有色金属结构材
料、特种(新型)功能材料 、有色金属材料制备加工新技术

徐国富  
0731-88877217
csuxgf66@csu.edu.cn

于楠
0731-88879341
yunanmse@csu.edu.cn

8 粉末冶金研究院
粉末冶金材料的集成计算材料工程及其应用 、粉末冶金有
色金属新材料 、粉末冶金新技术 、碳基复合材料  、纳米
与功能新材料

袁铁锤           
0731-88877322  
203224@csu.edu.cn

廖常柏
0731-88879943
lcb@csu.edu.cn

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 、交通信息与
控制工程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刘辉 
0731-82655326 
csuliuhui@csu.edu.cn

唐小丽     
0731-82655326 
xiaoli.tang@csu.edu.cn

10 土木工程学院

固体力学 、工程力学 、岩土工程 、结构工程 、市政工程 、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
桥梁与隧道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 、
消防工程 、道路与铁道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张升
0731-82655470
zhang-sheng@csu.edu.cn 

孟红宇
0731-82655988
mhy6@csu.edu.cn

11 冶金与环境学院
有色金属冶金 、钢铁冶金 、冶金物理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材料冶金 、土壤污染治理与生态工程 /环境污染控制
化学、三废污染控制工程

陈爱良     
0731-88663218         
chenailiang@csu.edu.cn

杨敏       
0731-88830923        
yangmbgs@csu.edu.cn

12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
院

构造地质学 、矿物学 、矿床学 、沉积学 、矿产普查与勘探
、地球信息技术 、固体地球物理 、地球物理学 、地震学 、
地质工程 、岩土工程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大地测量学
与测量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
程

戴前伟
0731-88836456
qwdai@csu.edu.cn   

涂石桥
0731-88836781

序号 二级单位 专业方向 学院负责人联系方式 学院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tsq@csu.edu.cn  

13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 、工程力学 、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

罗周全                   
0731-88876524
Lzq505@csu.edu.cn

郭琼
0731-88879612  
guoq@csu.edu.cn

14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
院 

矿物加工 、化学工程 、环境工程 、矿物加工 （团矿）、材
料科学与工程 、钢铁冶金 、生物冶金 、生物环境 、生物制
造

范晓慧
0731-88836109
csufanxiaohui@126.com

刘若华
0731-88879622
ruohualiu@csu.edu.cn

15 计算机学院

理论计算机科学 、新型网络计算模式 、生物信息学 、医疗
大数据 、计算机网络 、大数据与知识工程 、信息安全 、软
件工程 、人工智能 、无线通信与网络 、微波技术 、通信安
全、机器人

李敏
0731-88879560                    
limin@csu.edu.cn

孙龙志
0731-88879336                    
sunlongzhi@c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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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动化学院
过程控制 、光电检测 、机器人 、人工智能 、自动化技术 、电力
电子、电力系统 、电路与系统

陈晓方
0731-88877970                   
xiaofangchen@csu.edu.cn

张仲灵
0731-88830700                   
zhangzl@csu.edu.cn

17 航空航天学院
飞行器设计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导航制导与控制 、电
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与信息系统 、材料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
物理学 、力学、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罗世彬                        
0731-88877150  
luoshibin@csu.edu.cn

周明娟                         
0731-88830945   
208174@csu.edu.cn

18 基础医学院
微生物学 、免疫学 、肿瘤病因发病机制 、医学电子 /生物医学
工程、智能医学信息处理 /生物医学工程 、组织工程与生物材
料/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传感 /生物医学工程

夏昆           
0731-82650401    
xiakun@sklmg.edu.cn

毕晓燕            
0731-82650401  
zncribi@csu.edu.cn

19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卫
生毒理学

胡国清
0731-84805414
huguoqing@csu.edu.cn

郭桂平
0731-84805414
ggp1008@126.com

20 湘雅护理学院 基础护理 、人文护理
唐四元
0731-82650263
sytang263@csu.edu.cn

姚菊琴
0731-82650266
yaojq722@csu.edu.cn

21 湘雅口腔医学院
口腔牙体牙髓 、口腔黏膜 、牙周、儿童口腔 、口腔预防 、正畸
、修复、种植、颌面外科 、口腔影像 、口腔生物 、基础医学

唐瞻贵
0731-84805482 
zhgtang@csu.edu.cn

胡小平 、吕啸琛            
0731-84805480  
huxp@csu.edu.cn

22 湘雅药学院
心血管药理 、肿瘤药理 、神经药理 、天然产物结构优化 、药理
学、中药学或生药学 、影像药物化学 、化学生物学 、多肽药物
、药物合成 、新型纳米药物制剂 、药物动力学 、毛细管电泳

曾文彬            
0731-82650459    
wbzeng@hotmail.com

余嘉政        
0731-82650442      
yujiazheng@csu.edu.cn

23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临床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造
血干细胞和肿瘤机制 、发育生物学 、植物学 、生物信息学 、信
息资源管理 （情报学 ）

李家大
0731-84805339      
lijiada@sklmg.edu.cn

龚燕飞                     
0731-82650230  
179197850@qq.com

24 湘雅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临床检验诊断学 、病原微生物学 、免疫学 、遗传学 、分子诊断
学

徐克前   
0731-82650348    
xukeqian@csu.edu.cn

王昱       
0731-82650348   
215009@csu.edu.cn

25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艺美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古代文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
文学、新闻传播学 、数字出版

罗军飞           
0731-88836745           
luojunfei@csu.edu.cn
 

廖春晖             
0731-88836742       
wxyb2018@csu.edu.cn

26 外国语学院 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
陈广程
0731-88876123
gcchen@csu.edu.cn

刘拥军
0731-88876003
2076641450@qq.com

27 商学院
数据分析 、商务智能 、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创业 、
财务管理 、会计学 、运营管理 、市场营销 、审计学 、金融工程
、区域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国际贸易 、公司金融 、普惠金融

关健                     
0731-88877804 
guan_jian@csu.edu.cn

谢晓辉                  
0731-88879391           
sxyybyx@csu.edu.cn

28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应用社会学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科学技术哲学
、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等教育管理 、城市与地方治理
、公共安全与风险治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姜国俊               
0731-88877826    
gjjiang@csu.edu.cn

张莉                      
0731-88876916    
yqyzhangli@csu.edu.cn

29 法学院
刑法学 、经济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国际法学 、宪法学 、人权
法学、诉讼法学 、环境法学 、民商法学

王新平               
0731-88660353                 
wangxinping@126.com

夏少涛                
0731-88660219 
shaotaox@126.com                           

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党史 、思想政治教育 、心理学 、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近现代史 、科学哲学或科学认识论 、马
克思主义哲学

王翔
0731-88876849
xiangwang@csu.edu.cn

戴冶        

序号 二级单位 专业方向 学院负责人联系方式 学院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0731-88837508             
dy1888@csu.edu.cn

31 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学 、城乡规划学 、设计学 、舞蹈、艺术理论 、艺术史论 、
艺术批评

刘雪梅
0731-88877859 
meimei@csu.edu.cn

王利群
0731-88836718
wangliqun@csu.edu.cn

32 体育教研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 （排球：男；网球：男女不限 ；田径：男；健
美操：男；游泳：男）、民族传统体育学 （武术兼舞狮 ：男）
、运动人体科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夏君玫
0731-88876780
tyjybbgs@csu.edu.cn

彭志伟
0731-88876781                  
tyjybbgs@csu.edu.cn

33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人类文化遗产学  （含人类学 、社会学 、民族学 、民俗学 、文
化学、宗教学 、建筑学 、艺术学 、历史学 、文献学等 ）

胡彬彬                 
0731-88877670   
village@csu.edu.cn

范哲林                   
0731-88877027   
village@c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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