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塔里木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序号 单位 岗位 学历 需求学科 其他条件 备注 联系方式

1

机械电气化工程
学院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联系人：孙薇
联系方式：0997-4683855
         15886817872
招聘邮箱：402356423@qq.com

2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农业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3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机械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4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5

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院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水利工程/农业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联系人：姚应上
联系方式：0997-4680383
         13393871809
招聘邮箱：1216729238@qq.com

6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土木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7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环境科学与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8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建筑与土木工程/地质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9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城乡规划学/建筑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10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测绘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11

生命科学学院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联系人：田贝贝                                                           
联系方式：0997-4685622
         13369976660
招聘邮箱：380073546@qq.com

12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13 教师岗 博士研究生 生物学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14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药学/药理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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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信息工程学院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联系人：吴刚
联系方式：0997-4682647
         15899366860
招聘邮箱：76516077@qq.com

16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数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17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信息与通信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18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19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仪器仪表工
程/集成电路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
工程/电子与信息）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20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21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仪器科学与技术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22

植物科学学院

教师岗 博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联系人：刘芬                                                               
联系方式：0997-4680312
         13579107702
招聘邮箱：363120480@qq.com

23 教师岗 博士研究生 园艺学/作物学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24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林学（森林培育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25

动物科学学院

教师岗 博士研究生 畜牧学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联系人：高军
联系方式：0997-4680332
         13899260368
招聘邮箱：gaojundky@126.com

26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兽医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27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中共

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
博士优先

联系人：席春玲
联系方式：0997－4683170
         15886850213
招聘邮箱：67585892@qq.com

28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29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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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人文学院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艺术（艺术设计）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联系人：马彩云
联系方式：0997-4680280
         13779785245
招聘邮箱：287884931@qq.com

31 教师岗 博士研究生 中国语言文学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32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新闻传播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33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音乐与舞蹈学（现代舞/音乐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34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美术学（美术教育、国画）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35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设计学（服装与服饰设计方向）/纺
织科学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博士优先

36 历史与哲学学院 教师岗 博士研究生 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 本硕博专业一致或相近

联系人：李现彩
联系方式：0997-4680100
         18290829976
招聘邮箱：caicai-fighting@qq.com

37 体育工作部 教师岗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体育学 本硕专业一致或相近

联系人：徐芳
联系方式：0997-4680221
         13999079872
招聘邮箱：4595372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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