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 

学 校 简 介 

 

常州大学坐落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历

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常州市。学校现有教职工

18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1200 余人，硕士及以上

学位教师占比 95%（博士学位 56%）；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76 人（教授 240 人）。现有 76 个

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医学、农学以及教育

学等十大学科门类。现有 1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

个专业学位类别授予点、9个专业学位授权领域。

拥有2个省优势学科、7个省“十三五”重点学科，

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 3 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

学科排名前1%。在2018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

学校有 7 个学科上榜，其中化学工程与技术、工

商管理 2 个学科进入全国排名前 25%。在武书连

2019中国大学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 156位。 

                     诚 聘 英 才 

一、招聘条件 

1．博士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1979年 1月 1日之后出生） 

2．博士学位、副高职称，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周岁（1974 年 1月 1日之后出生） 

3．博士学位、正高职称，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0周岁（1969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 其他高端人才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二、招聘专业 

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及教育学等学科

背景及相关专业方向，具体如下： 



 

 

学科专业 领军人才/学历 数量 备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领军人才、高级职称、

科研或教学突出 
2 中哲、西哲等相关专

业都可 
博士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领军人才、高级职称、

科研或教学突出 
3 政治学、社会学等相

关专业都可 
博士 4 

思想政治教育 

领军人才、高级职称、

科研或教学突出 
2 伦理学、法学、教育

学等相关专业都可 
博士 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 

领军人才、高级职称、

科研或教学突出 
3 

中共党史、党建、世

近史、红色文化等相

关专业都可 博士 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领军人才、高级职称、

科研或教学突出 
3 

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相

关专业都可 

博士 4  

 

 

三、常州大学引进人才的类别及学术水平条件 

六类人才条件： 

第一类：院士量级人才，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外著名学术机

构的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以上

奖励的第一完成人或与上述人才水平相当的顶尖人才。 

第二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创新项目）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级教学

名师、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

养对象、海外著名大学教授或相当量级的人才。 

第三类：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青

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



 

 

入选者；具有担任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带头人经历者或相当量级的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周岁。 

第四类：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省部级创新团队的负责人、

江苏特聘教授、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

象；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培养过 1届博士研究生；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具有担任省（部）

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带头人经历者或相当量级的人才。博导年龄可适当放宽，教授年龄

一般不超过 50周岁，并具备以下条件： 

有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经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发表学术论文的 SCI 影响因子

累计不低于 20，其中至少有 2篇为 SCI 一区收录的学术论文（SCI 收录以 JCR为依据，下同）；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表的学术论文被 SSCI/A&HCI/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篇及以上，或在常州大学指定的人文社科类 B1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篇及以上。 

第五类：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量级的人才。教授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

副教授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并具备以下条件： 

1.教授须具有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经历；副教授具有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经历；

博士原则上要求毕业于世界排名前 200强高校（泰晤士报排名或 QS排行榜）并在知名学术机

构有 3年以上博士后或教学科研经历。 

    2.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在本学科 SCI 二区及以上发表论文 3 篇以上；从事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的，在 SSCI/A&HCI/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篇或在常州大学指定的人文社

科类 B类期刊发表论文 3篇。 

第六类：学校团队科研骨干和教学补充师资。第六类分为 A、B、C三类人才： 

A类海（境）外博士（后），博士毕业于世界排名前 200强高校（泰晤士报排名或 QS排

行榜）或毕业学科在 ESI学科排名世界前 100 名的海外大学；学校学科发展急需的优秀博士。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B类具有博士学位，一年海外研修或两年工作经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具有硕士

学位、副高职称的工程技术、体、卫、艺、小语种等专业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 

C类国内应届博士，体、卫、艺、小语种等专业原则上可放宽至硕士研究生。 

第六类人才需具备下列条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在本学科领域 SCI 收录的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 3 篇及以上；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要求在本学科领域 CSSCI 收录的期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 

上述各类引进人才的业绩成果要求是在近五年内取得；第一至第四类引进人才的学术论

文要求为第一或通讯作者；第五至第六类引进人才的学术论文要求为第一或第二作者（限导

师为第一作者）。 



 

 

六类人才待遇 

待遇 

类别 

住房或安家费

（万元） 

实验学科设备费 

（万元） 

科研启动费 
年薪（万元） 配偶安置 

理工科 文科 

第一类 各类待遇面议。享受年薪制，标准≥150 万元/年。  

第二类 180 ㎡左右 实验学科设备费及科研启动费≥1000 万元 ≥120 予以安置 

第三类 150 ㎡左右 实验学科设备费及科研启动费≥600 万元 ≥80 酌情安置 

第四类 100 ㎡左右 100 20 8  酌情考虑 

第五类 40—60  8 4   

第六类 

A 类:学校按人均 30 万标准核拨给学院; 

B 类:学校按人均 25 万标准核拨给学院; 

C 类:学校按人均 20 万标准核拨给学院。 

注: 1、另人均科研启动费理工科 5 万元，文科 3 万元。 

    2、核拨费用由学院统筹使用。 

优惠政策 

1.每一类别中特别优秀的人才，参考配偶(需具有硕士学位)安置等情况，可适当调整安家费标

准;对具有副高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引进人才，符合学校岗位聘用条件的，可以享受“低职高聘”

政策。 

2.学校为第一至第四类引进人才提供一年的免租金过渡住房，为第五至第六类引进人才提供

18 个月的租房补贴，标准为 2000 或 1500 元/月。 

3.学校为当年引进人才的子女入学提供帮助。 

4.硕士研究生不享受安家费等待遇。 

四、报名方式 

有意向者请在常州大学人事处网站或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下载、填写《常州大

学应聘人员登记表》，并附本人简历、获奖证书等材料发送至 mkszyxy@cczu.edu.cn 

联系人：杨老师：0519-86330718 崔老师：0519-86330628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科教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213164 

马克思主义学院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教职工 30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8 人，博士 20 人。1 人入选江苏

省政府“三三三人才”、3人入选“青蓝工程”、“常宝教学名师”等师资培育工程，3人被

聘为江苏省思政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近三年学院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38项，其中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13项。在《求

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文稿》《道德与文明》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 70篇。 

学院现有 5 个本科和 1 个研究生教研室，校级重点建设课程 2 门，获得校优秀教学成果

奖 6 项。学院与常州市委宣传部合作共建，成为江苏首家部校共建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

全国首家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 与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等 33 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mailto:%E8%8E%B7%E5%A5%96%E8%AF%81%E4%B9%A6%E7%AD%89%E6%9D%90%E6%96%99%E5%8F%91%E9%80%81%E8%87%B3mkszyxy@cczu.edu.cn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筹建全国首座红色文化大数据库，建成红色文化主题教育馆，共同打造

共享共赢的学术研究平台。依托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等 6 个学术科研

平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生态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意识形态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与红色文化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等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成立暨 

弘扬红色文化与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术研讨会 

常州市委宣传部与常州大学签约 

共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学术研讨会 

 

“新四军精神与高校红色文化育人”高层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