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塔里木大学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表
序号 单位 岗位性质 岗位数 学历 需求学科（方向） 联系方式

1

农学院

专任教师岗 1 博士研究生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090101/作物遗传育种090102 联系人：夏文豪
电话：0997-4680312
手机：15739293309
邮箱：376324212@qq.com2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农药学090403/应用化学081704/化学工程081701/农业资源利用
095103/植物保护095104

3
园艺与林学

学院

专任教师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园艺学（智慧农业方向、农业信息化、农业自动化方向） 联系人：杜红斌
电话：0997-4680312
手机：18399049722
邮箱：506904749@qq.com

4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园林090502/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090706

5

动物科学与
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岗 4 博士研究生
畜牧学090500/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090501/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90502/特种经济动物饲养090504 联系人：高军

电话：0997-4680332
手机：13899260368
邮箱：gaojundky@126.com

6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水产090800/水产养殖090801/捕捞学090802/渔业资源090803

7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草原学/饲草学/草地保护学/草坪学方向

8

化学化工学
院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材料物理与化学080501/材料学080502/材料加工工程080503

联系人：李治龙
电话：0997-4685622
手机：13279972000
邮箱：464465299@qq.com

9 专任教师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无机化学070301/有机化学070303/分析化学070302/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070305/物理化学070304

10 专任教师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学工程081701/化学工艺081702/生物化工081703/工业催化
081705/应用化学081704

11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科学083201/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3/发酵工程082203

联系人：张春兰
电话：0997-4685622
手机13579368202
邮箱119324507@qq.com

12
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生物学071000（生物信息学方向）/微生物学071005/植物学
071001/生理学071003(植物方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010/生物工程083600/作物遗传育种090102

联系人：王彦芹
电话：0997-4685622
手机：15003015763
邮箱：4694440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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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机械电气化
工程学院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机械工程080200/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080201/机械电子工程
080202/机械设计及理论080203/车辆工程080204

联系人：孙薇
电话：0997-4683855
手机：15886817872
邮箱：402356423@qq.com

14 专任教师岗 2 博士研究生
农业工程082800/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082804/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2803

15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物理学070200/理论物理070201/凝聚态物理070205/声学070206/
光学070207/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070202/原子与分子物理
070203/等离子体物理070204/无线电物理070208

16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工程080800/电机与电器080801/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080802/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080804/电工理论与新技术080805/高电压与
绝缘技术080803

17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00/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081101/检测技术与
自动化装置081102/系统工程081103/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081104/
导航、制导与控制081105

18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纺织科学与工程082100/纺织工程082101/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082102/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082103

19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081504/水利工程081500

联系人：边艳霞
电话：0997-4680383
手机：18997868187
邮箱：1186164494@qq.com

20 专任教师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市政工程081403/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081404

21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岩土工程081401(地下工程方向）/桥梁与隧道工程081406

22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道路与铁道工程082301

23 专任教师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建筑学081300/建筑设计及其理论081302/建筑历史与理论081301/
建筑技术科学081304

24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测绘科学与技术081600/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081601/摄影测量
与遥感081602/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081603

25

信息工程学
院

专任教师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数学070100/基础数学070101/计算数学07010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3/应用数学070104/运筹学与控制论070105

联系人：吴刚
电话：0997-4682647
手机：15899366860
邮箱：76516077@qq.com

26 专任教师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77500/计算机系统结构081201/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081202/计算机应用技术081203/信息安全方向/网络工程方向

27 专任教师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通信与信息系统081001/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002

28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00/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081101/检测技术与
自动化装置081102/系统工程081103/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081104/
导航、制导与控制0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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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马克思主义
学院（法学

院）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联系人：欧文希
电话：0997-4683170
手机：18167526609
邮箱：1425057037@qq.com

30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外国哲学010103

31 专任教师岗 1 博士研究生 法学理论030101/法律史030102

32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诉讼法学030106/国际法学030109

33

经济与管理
学院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00
联系人：席春玲
电话：0997-4683170
手机：15886850213
邮箱：67585892@qq.com

34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企业管理120202/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35 专任教师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会计学120201

36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金融学020204/国际贸易学020206

37

人文学院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
联系人：马彩云
电话：0997-4680280
手机：13779785245
邮箱：287884931@qq.com

38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舞蹈学050408/艺术学050401

39

历史与哲学
学院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考古学060100/考古学及博物馆学060102 联系人：田方圆
电话：0997-4621805
手机：15739295096
邮箱：1455561396@qq.com

40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世界史060108

41 专任教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中国史060200/史学理论及史学史060101/历史文献学060104/专门
史060105/中国古代史060106

42 体育工作部 专任教师岗 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3/民族传统体育学040304

联系人：徐芳
电话：0997-4680221
手机：13999079872
邮箱：459537233@qq.com

43
石河子大学
医学院（塔
里木大学）

分院

专任教师岗 1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人体解剖和组织胚胎学100101/免疫学100102/病原生物学100103/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100104/法医学100105/内科学100201/儿科学
100202/老年医学100203/神经病学100204/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0205/皮肤病与性病学100206/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临床检
验诊断学100208/外科学100210/妇产科学100211/眼科学100212/
耳鼻咽喉科学100213/肿瘤学100214/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运
动医学100216/麻醉学100217/急诊医学100218/生理学71003/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71010/遗传学71007/细胞生物学71009

联系人：孙东哲
电话：0997-4685597
手机：15569213623
邮箱：1505888313@qq.com

44 专任教师岗 1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00401/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00402/营养
与食品卫生学100403/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100404/卫生毒理学
100405/药理学100706/临床药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1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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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党委学生工
作部（学生

处）

专任教师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心理健康教育045116

联系人：夏慧铃
电话：0997-4680525
手机：18809931590
邮箱：1310246654@qq.com

46 辅导员岗 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不限

联系人：谢曾曾
电话09974681848
手机15109077436
邮箱：1850628796@qq.com

47
农学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090101/气象学070601/农艺与种业095131/农
业资源利用095103

联系人：姚永生
电话：0997-4680312
手机：13565693577
邮箱：yyszky@163.com

48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植物保护090400/植物病理学090401/植物化学保护方向

49
园艺与林学

学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设施农业095114/果树学090201/蔬菜学090202/园林植物与观赏园
艺090706/园艺信息技术方向

联系人：杜红斌
电话：0997-4680312
手机：18399049722
邮箱：506904749@qq.com

50
化学化工学

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学工程081701/化学工艺081702/材料与化工方向
联系人：李治龙
电话：0997-4685622
手机：13279972000
邮箱：464465299@qq.com

51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应用化学081704

52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科学083201/发酵工程082203/酿酒工程82705/食品加工与安
全095113

联系人：张春兰
电话：0997-4685622
手机13579368202
邮箱119324507@qq.com

53
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专技实验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生物学071000/作物遗传育种090102//植物学071001/药学078000/
生物信息学

联系人：王彦芹
电话：0997-4685622
手机：15003015763
邮箱：469444058@qq.com

54
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结构工程081402/市政工程081403//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080201/
道路桥梁工程方向

联系人：刘亮
电话：15569076998
邮箱：446070483@qq.com

55
机械电气化
工程学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理论物理070201/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070202/原子与分子物理
070203/等离子体物理070204/凝聚态物理070205/声学070206/光
学070207/无线电物理070208/仪器科学与技术080400/精密仪器及
机械080401/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080402/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1/机械电子工程080202/机械设计及理论080203/车辆工程
080204/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联系人：孙薇
电话：0997-4683855
手机：15886817872
邮箱：4023564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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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信息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77500/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电子科学与技
术077400/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
程/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新媒体
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方向

联系人：高贤强
电话：0997-4680647
手机：18935845886
邮箱：mrgaotai@qq.com

57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77500/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网络工程/物联
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字
媒体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新媒体技术/智
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方向

58 人文学院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新闻学050301/传播学050302/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国际新闻/
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联系人：马彩云
电话：0997-4680280
手机：13779785245
邮箱：287884931@qq.com

59 医学院 专技实验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医学、生命科学及相近专业

联系人：孙东哲
电话：0997-4685597
手机：15569213623
邮箱：1505888313@qq.com

60
分析测试中

心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分析化学070302/食品科学083201/土壤学090301/应用化学
081704/环境科学077601

联系人：马国财
电话：0997-4681613
手机：13199742439
邮箱：18845420@qq.com61 专技实验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分析化学070302/食品科学08320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071010/
应用化学081704/材料学077302

62

塔里木大学

专技图书管
理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情报学120502

联系人：鲁海燕
电话：0997-4682862
手机：13779815811
邮箱：765957329@qq.com

63
专技网络工

程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77500

64
专技建筑工

程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结构工程081402

65 专技财会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商管理120200（会计方向/审计方向/财务管理方向）/会计学
120201

66 专技出版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畜牧学090500/兽医学090600/生物学071000/作物学090100/园艺
学090200

67 管理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汉语言文字学0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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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专任教师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要求
        中共党员。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塔里木大学）分院专任教师岗“生物学”要求为医学类院校毕业。
      3.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辅导员岗要求中共党员，有学生干部工作经历，其中维吾尔族3人。
      4.塔里木大学管理岗“汉语言文字学”要求中共党员。
      5.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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