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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海洋新闻 

1.1 《关于推进海洋信息产业发展的提案》获答复 

关于何广顺委员提出的《关于推进海洋信息产业发展的提案》，自然资源部答复如

下：我国历来重视海洋信息产业发展。一是先后出台了系列规划、计划，对海洋信息产业

进行部署。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推进智慧海洋工程建

设”进行了部署；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加快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海洋产业的深度融合”，明确了海洋

信息化体系建设、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海洋测绘工程建设、海洋环境预报等的主要任

务；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国防科工局印发了《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0 年）》，着力推动船舶技术与感知技术、通信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集成创新

能力。二是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支撑，持续推进海洋信息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先后实施

了一批以智慧海洋、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工程、雪龙探极工程为代表的重大项目，强化海

洋观测、监测等仪器装备开发，推动海洋卫星服务产品产业化。同时，我国也非常重视海

洋领域的通信网络建设，目前，辽宁、山东、海南等地的主要岛屿基本实现 4G 网络覆

盖，全国已建成的海洋牧场也基本实现网络覆盖。三是推动新技术与海洋信息产业的融合

发展。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深入开展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支持海

洋生态环境观测公共服务平台等的建设，引导骨干企业积极加大在海洋信息领域关键环节

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的投入力度，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海洋融合创新发展。“十三五”以来，沿海地方积极发展海洋信息产业，推进“互联网+

海洋”“大数据+海洋”深度融合，推动智慧海洋示范试点项目建设，打造智慧港口，为

海洋产业升级提供信息支撑。 

下一步，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海洋信息产业发展：一是加强

海洋信息产业统筹协调。厘清海洋信息产业内涵和外延，研究制订海洋信息产业分类标

准，完善海洋信息产业行业标准体系。结合海洋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中，研究海洋信息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二是继续强化海洋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近岸海域精细化观测布局，提升海洋观测信息实时采集和传输能力,

建立健全海洋测绘产品体系。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打造海洋信

息产业聚集区。三是提高海洋仪器设备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

海洋信息获取能力，形成高性能、高质量的产品。四是推动海洋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开展

海洋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和共享，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海洋仪器设备检测评价体系和公共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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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提高海洋测绘地理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五是深化海洋信息与相关产业融合。搭建产

业合作交流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加快信息技术产品在海洋各领域的广泛应

用。 

1.2  “向阳红 18”船完成多学科综合调查与实验返港 

日前，“向阳红 18”船顺利停靠国家深海中心码头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

次计划--2019 年度东海科学考察实验研究”秋季航次任务。该航次科考针对长江口及东海

海洋水文、地质和生态环境特点，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调查与实验。 

据介绍，本航次科考针对长江口及东海海洋水文、地质和生态环境特点，围绕各基金

项目的观测需求，在北起长江口、东至冲绳海槽西部陆架、南至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开展

了海洋水文气象、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洋地质、大气和地球物理等多学科

综合调查与实验。 

  该航次首席科学家冉祥滨介绍说，本航次是在长江流域极端水文事件和中国东部异常

季风活动多重影响下开展的，航次成果将为深入研究“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双重压力作用

下东海陆架区源汇格局、海洋环境演变和生态系统响应”以及“外源强迫和强混合作用下

的东海物质、能量输运及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本航次观测站位共 49 个，潜标回收站位 1 个。科考队员克服了大风等恶劣天气，完

成了潜标回收，进行了 CTD(温盐深仪)剖面观测 49 次，底质箱式作业 44 次，插管取样 38

管，沉积物重力取样作业 21 次，获取岩芯 18 个(总长度 69.8 米)，大体积水体采样 31 站

并在走航期间进行了真风速观测、气溶胶采样及海底地形观测等。 

据悉，本航次历时 20 天，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冉祥滨博士担任首席科学

家，共有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

所、中国海洋大学、复旦大学、河海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 30 名科考队员参加。 

 

1.3  2019 年海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10 月 15 日，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发布了《2020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这是该指数自 2016 年以来连续

第五次发布。指数显示，2019 年，我国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经济实力稳步增强，民

生福祉持续增进，内生动力不断积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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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2019 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34.3，比上年增长 2.3%。其中，发展水平指

数为 137.9，比上年增长 4.2%；发展成效指数为 130.6，比上年增长 0.9%；发展潜力指数为

133.2，比上年增长 1.1%。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呈现平稳发展态势，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是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海洋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19 年海洋生产总值为 8.9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6.2%，对国民经济贡献率达 9.1%。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海洋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达 60.0%；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7%，步入稳定发展期。海洋经济效益

保持稳定，海洋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增加 1.9 万元/人，重点监测的涉海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成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均与上年基本持平。海洋对外开放总体向好，我国与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持续推进，贸易额比上年增长 5.8%。 

二是发展成效稳步提升。在国际经贸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

下，海洋经济发展总体保持稳定，海洋经济波动逐步趋缓。海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能

力进一步提高，截至 2019 年，海洋公园 48 个，总面积达 52 万公顷，持续提供舒适的亲海空

间。人均海洋水产品供应量连续五年稳定在 23 千克以上。2019 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 2.8 万

元。 

三是发展潜力持续增强。海洋科技创新投入较快增长，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日

趋丰硕。重点监测的海洋科研机构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上年增长 9.9%，科技活动人员

数比上年增长 1.7%，专利授权数超过 4100 件。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近岸海域利用

率增长逐年放缓，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总量逐步减少，沿海城市污水处理率显着提高。 

据了解，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综合客观地反映我

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水平、成效和潜力，为国家指导与调节海洋经济和引导社会对海洋经济的

发展预期提供依据。指数以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总体目标，包含了发展水平、发展成

效和发展潜力三方面的 29 个三级指标。其中，发展水平主要反映海洋经济的规模、结构、效

益和开放水平；发展成效主要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对民生改善的影响；发展潜力主

要反映海洋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指数以 2010 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

100。 

 

1.4  胶州湾第二隧道开建 系世界最大规模海底隧道 

 10 月 29 日，胶州湾第二隧道工程开工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据了解，胶州湾

第二隧道在世界建设史上，将是海底隧道建设规模最大、海底公路隧道长度最长、隧道领域



第 5 页 
 

施工复杂程度最高的超级工程，将突破超特长隧道通风防灾，大断面隧道穿越大规模断裂，

超大直径盾构与钻爆法隧道海中对接，超大直径盾构承受超高水压等世界级难题。 

据介绍，胶州湾第二隧道建设规模居世界海底隧道项目之最，是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

道。该项目西起青岛西海岸新区淮河东路，向东沿刘公岛路下方敷设，穿越胶州湾，至青

岛港附近登陆，在海泊河口衔接青岛东岸城区。胶州湾第二隧道采用双向六车道主线隧道

加中间服务隧道布置方式，主线隧道长 15.89 公里，将超过挪威已建成的 Ryfylke 隧道

（14.3 公里）成为世界第一长公路海底隧道。项目建设开挖土石方量超过 800 万立方米，

超过日本青函海底隧道（520 万立方米）和英法海峡隧道（480 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

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底隧道工程。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在致辞中表示，胶州湾第二隧道，连接青岛主城区与西

海岸新区，是“十四五”期间青岛市重大工程、中心城区“六横九纵”高快速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项目能有效畅通东西两岸人流物流，推动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提升胶东半

岛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助力青岛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二隧道建成后，将是世界海底

隧道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海底公路隧道长度最长、隧道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高的超级工

程，是我国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的标杆工程和工程建设领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PART  2  学术会议 

2.1 2020 CCGEES 气候变化、绿色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国际研讨会 

大会信息： 

大会官网: http://www.event-ccgees.org/  

大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27-28 日 

大会地点：中国-海口 

主办单位：AEIC 学术交流中心  

最终截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20 日 

接受/拒稿通知：投稿后 1 周内 

收录检索：EI, Scopus, CNKI 

大会简介： 

2020 年气候变化,绿色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国际研讨会(CCGEES 2020) 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28 日在中国海口召开，该会议由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与琼台师范学院主办，中国科

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政策模拟专业委员会，河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协办,AEIC 学术交流中

http://www.event-ccge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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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承办。会议将围绕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

科学研究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教授、学者、工程师等提供一个分享专业经验，扩大专

业网络，面对面交流新思想以及展示研究成果的国际平台，探讨本领域发展所面临的关键

性挑战问题和研究方向，以期推动该领域理论、技术在高校和企业的发展和应用，也为参

会者建立业务或研究上的联系以及寻找未来事业上的全球合作伙伴。 

征稿主题：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征稿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主

题： 

 

投稿方式： 

全文投稿的作者，请直接将文章提交至投稿系统。 

https://www.ais.cn/attendess/paperSubmit/V3QF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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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海报展示或只参加会议的参会者，请在注册系统完成提交。 

注： 

全文投稿须知： 

论文应具有学术或实用价值，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过。 

论文排版格式以及投稿方式详见网站说明。 

审稿流程：本次会议采用先投稿，先送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审稿周期约 1-2 周。 

出版信息： 

 

1. Submit to the Conference | EI 会议论文 

所有的投稿都必须经过 2-3 位组委会专家审稿，经过严格的审稿之后，最终所有录用

的论文将由 E3S Web of Conferences (ISSN:2267-1242)出版，见刊后提交至 EI、

Scopus 检索。目前该检索非常稳定。 

*EI 会议论文不得少于 4 页。 

2. 额外征集优秀论文，按 SCI 期刊论文要求审稿，直接推荐至包括并不限于以下

SCI 期刊发表：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SSN：1589-1623，

IF=0.689) 

*Energy Sources Part A-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 

Effects（ISSN: 1556-7036, IF=0.894） 

*Energies（ISSN: 1996-1073, IF=2.707）*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ISSN: 1944-3994, IF=1.234) 

* 投稿时备注【“CCGEES 2020”】将享有优先审稿及录用 

* SCI 论文请用 WORD（.doc）格式投稿，排版暂无严格要求，通过审核后，给出论文

模版，支持线上一键投稿【艾思 SCI 投稿系统】 

* 欲知 SCI 论文及期刊更多信息……，欢迎联系李编辑（微信同号）：18127812811/

林编辑（微信同号）：13922157504 

 

会议议程： 

https://www.ais.cn/attendess/toSignUp/V3QF2Q
https://www.ais.cn/coopJournal/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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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版日程（详细日程将于会前一个月左右发布，请关注会议官网 

日期 时间 会议安排 

11 月 27 日 09:0-018:00 注册报到 

11 月 28 日 09:00-12:00 邀请报告 

 12:00-14:00 中餐 

 14:00-18:00 邀请报告&作者报告 

注册费用： 

 

联系我们： 

Vivian Wang  ▏王老师 

 

  CCGEES2020@163.com, editorvivianw@hotmail.com 

  +86 19139737380 

  +86 19139737380 

  2644824662 

  http://www.event-ccge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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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FGG 2020 第三届地球科学与测量国际地球会议 

会议详情： 

第三届地球科学与测量国际学术论坛（IFGG 2020） 

2020 3r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eoscience and Geodesy 

2020 年 11 月 13-15 日  中国·辽宁·沈阳（调整为线上会议，不影响见刊检索） 

第三届地球科学与测量国际学术论坛（IFGG 2020）原定于 2020 年 11 月 13-15 日在

沈阳隆重举行，现调整为线上会议，不影响见刊与检索。旨在为从事地球、测量测绘研究

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研发人员提供一个共享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了解学术

发展趋势，拓宽研究思路，加强学术研究和探讨，促进学术成果产业化合作的平台。大会

诚邀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及其他相关人员参会交流。 

一、重要日期  

截稿时间：11 月 8 日 24 时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1 月 13 日，Zoom 视频会议 

会议官网：www.ifgg.info 

二、主讲嘉宾 

（1）唐新功 教授  长江大学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研究方向：地电磁学、岩石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勘查 

（2）周利 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船舶工程系 

研究方向：极地工程冰载荷、极地船舶阻力与推进、智能船舶控制技术、海洋

平台与深海立管 

（3）A．Prof. MOHD. ZULKIFLI BIN MOHD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研究方向：地理信息系统 （信息通信与技术）    

    （4）宿辉 高级工程师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海油资源勘探开发、无害化洁净处理技术         

三、出版征稿 

EI 会议论文征稿 

IFGG 2019 会 议 所 录 用 的 论 文 将 被 由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EES)(Online ISSN: 1755-1315, Print ISSN:1755-1307)出

版，出版后提交 EI Compendex、Inspec 和 Scopus 检索。 

http://www.ifg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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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模板：下载 

投稿入口：会议由艾思学术支持在线投稿，请点击：艾思投稿系统。征稿主题包括但

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地理与地质（地理学/地质学/地质力学/沉积学/矿床学等） 

2.环境化学（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固体废弃物处理/水污染处理/煤气

油能源/新能源/环境保护等） 

3.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地球流体力学/地球动力学/地壳与地形变/

地震学/地磁/地热元素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等） 

4.水文与海洋（水文物理化学/水文地理学/水文图学与测量/海洋物理化学/海洋地理

地质/河口海岸/海洋测绘与工程/海洋资源等） 

5.测量与地图学（遥感/地图制图/地图投影/重力/测量定位/海底地形测量/仪器仪表

等） 

6.大气（气候/天气/动力气象/大气边界/大气物理化学等） 

7.环境生态学 

查看其它相关主题 

投稿须知： 

1.论文应具有学术或实用价值，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过。发表论文的作者

需提交全文进行同行评审，只做报告不发表论文的作者只需提交摘要。 

2.作者可通过 CrossCheck, Turnitin 或其他查询体统自费查重，否则由文章重复率

引起的被拒搞将由作者自行承担责任。涉嫌抄袭的论文将不被出版，且公布在会议主页。 

3.论文需按照会议官网的模板排版，不得少于 4 页。 

4.会议仅接受全英全文稿件，如需中译英翻译服务，请咨询会议负责人并发送中文稿

件至会议邮箱 IFGG2018@163.com 

SCI 期刊征稿 

期 刊 1: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ISSN: 1589-1623, 

IF=0.712, 正刊)期刊 2: Marine Geodesy（ISSN: 0149-0419, IF=1.322，正刊） 

期刊 3: Exploration Geophysics（ISSN: 0812-3985, IF=0.758, 正刊) 

SCI 论文请用 WORD（.doc）格式投稿，排版暂无严格要求，通过审核后，给出论文模

版 

支持线上一键投稿→【艾思 SCI 投稿系统】 。页末备注“IFGG-李老师推荐” 

http://www.ifgg.info/ueditor/php/upload/file/20200728/IOP%20EES.rar
http://undefined/
http://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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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方式  

报名入口：会议由艾思学术支持在线报名，请点击艾思报名系统。 

参会方式：会议设有口头报告与海报展示环节，欢迎各位与会代表积极参与，各参会

人员均有对应会议邀请函与到会证明 

1、作者参会：提交全文，一篇文章可一名作者免费参会，欢迎同事申请两个环节的

演讲以及展示 

2、听众参会：仅参会听讲，不参与演讲及展示 

3、海报展示：自行制作彩色 A1 海报，内容主要为论文概要，将在会场张贴展示 

五、注册费用  

第一篇投稿（4-6 页） 3000 元/篇 

第二篇投稿（4-6 页） 2800 元/篇 

团队投稿（4-6 页） 2700 元/篇（5-10 篇）；2500 元/篇（10 篇以上） 

超页费（第 7 页起算） 300 元/页 

仅参会不投稿 1200 元/人 

团队仅参会不投稿 1000 元/人（团队参会 3 人或以上） 

额外加购论文集 500 元/本 

注： 

(1)稿件费用包含出版、检索、一本纸质版论文集和一位作者参会机会；不包含参会

期间交通、住宿费用； 

(2)收费均开具国内正规机打发票，可开“会议注册费”或“版面费”；如有特殊要

求，请联系会议秘书李老师； 

(3)多篇投稿可获优惠，如有深度合作意愿，请联系本会议秘书处。 

(4)因作者原因，在缴费后撤稿，需扣除 20%服务费。 

(5)长期供稿可联系李老师申请成为代理，量大优惠。 

六、大会秘书处：李老师 

投稿邮箱：IFGG2018@163.com（投稿/咨询） 

手机：+86-13922150148 

微信：13922150148 

QQ 咨询：29595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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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IC 官网：www.keoaeic.org 

 

PART  3   招聘信息 

3.1  江苏海洋大学 2020 年诚聘海内外英才 

 

江苏海洋大学是一所多科性应用研究型大学。学校创建于 1985 年，位于“一带一

路”交汇点建设的核心区先导区、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连云港

市。主校区坐落在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西游记》文化发源地花果山西麓。  

 2010 年 2 月，学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现有 6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5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7 年 7 月，学校成为博士学位

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学校拥有规格齐全、功能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现有教职工

1600 余人，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20000 余名。学校专业门类覆盖工学、理学、管理学、

农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学和医学等十个学科门类。  

为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教学、科研、学科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学校现面向海内外诚聘高层次优秀人才。  

一、引进对象和条件  

高层次人才引进对象应具有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素质、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

能从事教学、科研一线工作，身心健康，为人正派。  

 （一）领军人才  

 包括国内外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专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或与上述人才水平相当的顶尖人才。  

 （二）杰出人才  

 能负责本学科建设工作，带领和促进本学科或某一学科方向取得重大学术成果并产

生一定学术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海外人才应具有博士学位和海外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

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承担一定的科研项目，在国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过有影响的学

http://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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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或获得过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奖励；国内人才一般应为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级科

研项目 2 项以上，在本学科权威期刊上发表过高水平系列学术论文；达到江苏省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任职条件。  

 （三）创新人才团队  

 创新人才团队包括海内外高水平学术研究团队，其学科领域应符合我校学科建设布

局规划需要，成员组成一般为 3～5 人，且分工明确。创新人才团队带头人一般应达到学

科（学术）带头人条件，学术造诣深厚，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

就；创新人才团队成员须具有博士学位并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与团队带头人的学科关系密

切，合作良好。  

（四）优秀青年博士  

 优秀青年博士所学专业须符合学校学科专业需求，能够胜任本专业核心课程的讲授

任务。海外博士一般应在国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获得过有国际影响力

的学术奖励；国内博士取得的成果应达到各教学科研单位引进优秀青年博士评价标准的要

求。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以下，具有副高职称或博士后经历的可适当放宽。  

 二、引进待遇  

 表 1：2020 年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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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服务期：引进高层次人才须在我校连续工作满 6 年。  

（2）安家费及购房补贴的具体标准根据本人水平及近 5 年取得的成果确定，包含按

连云港市有关规定申请的安家补贴（购房券）。  

（3）引进博士可享受学校 1000 元/月租房补贴，发放三年；入住连云港市人才公寓

期间减半发放。  

（4）家属工作根据本人水平及配偶条件，在学校有岗位空缺的情况下酌情安排。  

（5）紧缺专业毕业博士增加安家费 5～10 万元。  

 三、岗位需求信息  

 表 2：江苏海洋大学 2020 年教学科研岗位需求一览表  

序号 招聘部门 岗位性质 学科要求 学历学位 

1 

海洋科学与水产学院 
联系人：徐院长 

电话：0518-85895421 
18936626882 

教学科研 水产、海洋科学（海洋生物学、

海洋化学） 博士研究生 

2 

海洋技术与测绘学院 
联系人：焦院长 

电话：0518-85895581 
13905138177 

教学科研 

海洋科学（物理海洋学）、海洋

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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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 

3 

海洋工程学院 
联系人：缪泉明 

电话：0518-85895901 
13817645518 

教学科研 船舶与海洋工程、海洋资源开发

与利用 博士研究生 

4 

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 
联系人：宗院长 

电话：0518-85895341 
15105130079 

教学科研 

土木工程（结构工程、岩土工

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

工程及防护工程、市政工程）、

建筑学、水利工程（港口、海岸

及近海工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

学、水工结构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程管理） 

博士研究生 

5 

机械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院长 

电话：0518-85895321 
15950743612 

教学科研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农

业工程（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

电气化与自动化）、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业工程） 

博士研究生 

6 
电子工程学院 
联系人：宋院长 

电话：0518-85895363 
教学科研 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

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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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部门 岗位性质 学科要求 学历学位 

18036692759 

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院长 

电话：0518-85895401 
15950713897 

教学科研 

化学（有机化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材料学、材料加工工

程）、安全科学与工程、化学工

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环

境工程、环境科学） 

博士研究生 

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王院长 

电话：13961372673 
shujunwang86@163.com 

教学科研 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

工程 博士研究生 

9 

计算机工程学院 
联系人：李院长 

电话：0518-85895381 
13961392691 

教学科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 博士研究生 

10 

药学院 
联系人：孙书记 

电话：0518-85895781 
18896612585 

教学科研 药学（药剂学、药理学、药物化

学、药物分析学） 博士研究生 

11 

理学院 
联系人：史院长 

电话：0518-85895509 
13775491862 

教学科研 

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制

论、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物理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博士研究生 

12 

商学院 
联系人：宣院长 

电话：0518-85895766 
13861439495 

联系人：杨天华 
电话：0518-85895768 

13851288865 

教学科研 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张书记 

电话：0518-85895810 
13812322668 

教学科研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博士研究生 

14 

文法学院 
联系人：吴院长 

电话：0518-85895461 
13812336789 

教学科研 
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新

闻学、传播学）、公共管理（行

政管理）、法学 
博士研究生 

15 

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赵院长 

电话：0518-85895485 
18896625299 

教学科研 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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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部门 岗位性质 学科要求 学历学位 

16 

艺术设计学院 
联系人：申屠院长 

电话：0518-85895520 
13851296130 

教学科研 艺术学（设计学、美术学） 博士研究生 

17 

体育学院 
联系人：赵院长 

电话：0518-85895561 
13805130788 

教学科研 体育学 博士研究生 

18 

学生处 
联系人：朱处长 

电话：0518-85895071 
15950710369 

辅导员 
中共党员(预备党员)，有学生干

部工作经历，专业不限，年龄

30 周岁以下 

博士 
研究生 

四、其他  

1．2020 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和岗位需求信息最终以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发布的公告为准。  

 2．应聘者需提供下列材料：  

（1）个人简历；  

（2）身份证、各级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科研业绩材料等复印件；  

（3）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就业协议书、就业推荐表、课程成绩总表等复印件。  

五、联系方法  

请通过江苏海洋大学人事招聘管理平台（http://rczp.jou.edu.cn/）应聘，投递简

历。 

通讯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 59 号江苏海洋大学人事处  

邮政编码：222005  

联系人：陈老师（或与相关学院负责人联系）  

电话：（0518）85895084 或 15961378822  

Email：rsc@jou.edu.cn  

学校网址：www.jou.edu.cn  

3.2  诚开进贤路 携手创一流！华东师范大学人才招聘启事 

 

学校概况： 

http://rczp.jou.edu.cn/
http://www.jo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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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1 年 10 月 16 日，以大夏大学（1924 年）、光华大学（1925

年）为基础，同时调进圣约翰大学等高校的部分科系，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建，是一所由

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1996 年

被列入"211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06 年学校进入国家"985 工程"高校行列，

2017 年，入选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学校现有闵行和中山北路两个主要校区，被誉为“中

国最美校园之一”。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协调发展。现拥有教育学、地理学 2 个国家一级重点学

科，5 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5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2 个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A 类学

科，6 个上海市高峰学科，12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和 17 个上海市一流学科。学校理工科拥

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 个

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28 个教育部、上海市和其它省部级研究机构；学校文科拥有 6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29 个上海市和其

它省部级研究机构，7 个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获教育部备案。现有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6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9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2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 个。  

学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增强人才活力为核心，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放高效

的人才引进与培育政策，培养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华东师范大学将继续以敞开的胸怀，承华夏之余绪，揽四方之俊才，诚邀各类人才加

盟我校，为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携手奋斗。  

岗位设置：  

学校常年招聘各学科优秀人才，并欢迎依托我校申请各类国家级/上海市人才计

划。  

应聘者申请条件：  

受聘人员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学术道德，具备优良师德师风，恪守高等学校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精神，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队精

神。  

同时，各岗位应聘者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杰出人才：  

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前瞻的学术视野，在本学科研究领域已取得一批高水平、原创

性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能够引领本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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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江优秀青年学者：  

在海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原则上应当担任

副高级专业技术及以上职务；能胜任本科核心课程讲授任务；在科学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

学术成果，有较强的团队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创新发展潜力大，具有协助本学科赶超或

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申请人应已是所在学科的青年领军人才，应已入选国家级青年

人才计划项目或达到同等水平。  

紫江青年学者  

在海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理工科类申请人

原则上应具有连续 12 个月及以上的教学科研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已取得同行公认的高

水平研究成果，有突出的发展潜质，并有望成为所在学科的青年领军人才。  

海内外公开招聘正高：  

申请者应具有海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博士后或正式教职等工作经历，有很好的

学术积累和系统性、创新性研究，并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果，能胜任本学科核心课程

和前沿课程的教学任务。  

海内外公开招聘副高/准聘副高：  

满足应聘我校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年龄和研究成果要求，在本研究领域已取得同行

公认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明园晨晖学者计划：  

在海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具有良好的科研

工作基础并已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有良好的发展潜质。  

专职科研人员：  

专职科研人员分专任研究员、专任副研究员和专任助理研究员三类，具体岗位要求可

向设岗单位详细了解。  

博士后研究人员：  

申请者应在海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并

已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具体岗位需求可向合作导师或课题组详细了解。  

以上岗位均提供相应优厚待遇，同时按照上海市和学校的相关政策，依托华东师范大

学的附属学校，帮助解决子女入学问题，享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市优质基础教育资

源。  

华东师范大学部分附属学校（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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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永德路实验幼儿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幼儿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永德路实验小学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初级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初级中学  

上海民办新华初级中学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上海民办华二浦东实验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K12）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九年一贯制）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双语学校（九年一贯制）  

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联系方式：见下方表格。 

人才招聘联系人 

学校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E-mail） 

人事处人才办 王老师 86-21-62235058 cwang@bio.ecnu.edu.cn 

学部/院系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E-mail） 

哲学系 王老师 86-21-54344877 bjwang@admin.ecnu.edu.cn 

历史学系 李老师 86-21-54342643 fhli@history.ecnu.edu.cn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王老师 86-21-54345285 yqwang@admin.ecnu.edu.cn 

中国语言文学系 张老师 86-21-54344874 zxm030@126.com 

传播学院 亓老师 86-21-54343075 tqi@comm.ecnu.edu.cn 

美术学院 李老师 86-21-54345315 hli@art.ecnu.edu.cn 

音乐学院 杨老师 86-21-54345317 hyyang@comm.ecnu.edu.cn 

mailto:cwang@bio.ecnu.edu.cn
mailto:hyyang@comm.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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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院 张老师 86-21-62232742 jzhang@design.ecnu.edu.cn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姚老师 86-21-62232196 emily_yao@126.com 

教育学部 谢老师 86-21-62233607 rxie@ses.ecnu.edu.cn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张老师 86-21-62230090 pqzhang@philo.ecnu.edu.cn 

外语学院 舒老师 86-21-54340725 shuchang1906@163.com 

经济与管理学部 
张老师、

王老师 
86-21-62231013 hr@fem.ecnu.edu.cn 

法学院 缪老师 86-21-33503655 ymiao@law.ecnu.edu.cn 

政治学系 赵老师 86-21-54342902 zqzhao@dlps.ecnu.edu.cn 

社会发展学院 丁老师 86-21-34756050 18817317952@163.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老师 86-21-54341304 jsun@admin.ecnu.edu.cn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

展研究院 
陈老师 86-21-62232113 jchen@saias.ecnu.edu.cn 

体育与健康学院 胡老师 86-21-54342614 yjhu@tyxx.ecnu.edu.cn 

数学科学学院 刘老师 86-21-54342633-130 xyliu@math.ecnu.edu.cn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冯老师 86-21-54342731 jyfeng@phy.ecnu.edu.cn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 
郭老师 86-21-54836023 zhguo@lps.ecnu.edu.cn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沈老师 86-2154340115 qshen@chem.ecnu.edu.cn 

地理科学学院 柳老师 86-21-54341218 rczp@geo.ecnu.edu.cn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程老师 86-21-54341305 chengtingting20@163.com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宋老师 86-21-54341162 msong@des.ecnu.edu.cn 

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 

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

室海洋科学学院 

王老师 86-21-54836491 lwang@sklec.ecnu.edu.cn 

崇明生态研究院 陆老师 86-21-59611221 mxlu@chm.ecnu.edu.cn 

生命科学学院 王老师 86-21-54342603 yangwang@bio.ecnu.edu.c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宋老师 86-21-62224237 qsong@cs.ecnu.edu.cn 

mailto:rxie@ses.ecnu.edu.cn
mailto:zqzhao@dlps.ecnu.edu.cn
mailto:jsun@admin.ecnu.edu.cn
mailto:chengtingting20@163.com
mailto:lwang@sklec.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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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学院 杨老师 86-21-62235208 yangyang@sei.ecnu.edu.cn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老师 86-21-62235027 hpyu@dase.ecnu.edu.cn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蔡老师 86-21-54345155 xmcai@sist.ecnu.edu.cn 

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

究院 
朱老师 86-21-33503059 wnzhu@jti.ecnu.edu.cn 

城市发展研究院 张老师 86-21-62232980 hnzhang@admin.ecnu.edu.cn 

脑科学与教育创新研究

院 
张老师 86-21-62233528 zhangkai@admin.ecnu.edu.cn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

究院 
周老师 86-21-54340167 nzhou@history.ecnu.edu.cn 

医学与健康研究院 郁老师 86-21-62235057 yxycjb@admin.ecnu.edu.cn 

PART  4     学术期刊 

部分期刊最新目录 

Marine Geolog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marinegeology/vol/430/suppl/C 

Ocean Modelli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ocean-modelling/vol/154/suppl/C 

Ocean Circulation：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book/9780750637169/ocean-circulation 

Marine Chemistr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marine-chemistry/vol/227/suppl/C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marine-environmental-

research/vol/162/suppl/C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journal-of-marine-

systems/vol/212/sup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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