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民族大学2020年公开招聘专任教师计划表
单位 学科（专业） 要求 岗位 数量 类型 报名方式

西南民族研究院

彝学或从事彝学研究相关专业 副高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王玲琳
电话：028-85522079        

邮箱：xnmzyjy@swun.edu.cn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
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历史文

献学等相关专业
副高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语言文
字信息处理）

副高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藏学相关专业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青藏高原研究院

生物学、畜牧学及相关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专职科研岗 2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生态学及相关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专职科研岗 1 聘用制
草学、作物学及相关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专职科研岗 3 聘用制

生物学、畜牧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专职科研岗 2 合同制
生态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专职科研岗 1 合同制

草学、作物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专职科研岗 1 合同制
药用植物学、中药学、药学、药物化

学等相关专业
博士 专职科研岗 2 合同制

法学院 法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4 合同制 人才招聘系统

管理学院

教育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袁彦婷
电话：028-85522332             

邮箱：glxy@swun.edu.cn

公共管理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工商管理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教育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公共管理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教学科研岗 3 合同制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副教授及以上，博
士；或博士后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应用经济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3 合同制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 副教授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旅游管理、旅游经济学、酒店管理 教授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考古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文化产业管理及相关专业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外国语学院
法语 副教授，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日语 副教授，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副教授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魏凤                               

电话：028-85523952             
邮箱：wxxy@swun.edu.cn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新闻传播学/社会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艺术学院

艺术学理论、民族音乐学
教授（硕士及以上）
或副教授（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美术学
副高及以上，硕士及

以上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戏剧与影视学
副高及以上，硕士及

以上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动画 正高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舞蹈
副高及以上，硕士及

以上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音乐学（声乐）
副高及以上，硕士及

以上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音乐学（作曲）
副高及以上，硕士及

以上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美术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雕塑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摄影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设计学（视觉传达、服装设计等）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戏剧影视表演

硕士及以上，有教学
经验，参加过影视剧
表演，获得过相关的
荣誉奖励，有海外留
学经历等能够展示相
关教学科研工作能力

的证明材料。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音乐学（钢琴）

硕士及以上，有教学
经历，参加过钢琴表
演比赛，或者举办过
钢琴独奏音乐会等能
够展示相关教学科研
工作能力的证明材料
。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需要提供相关材料。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艺术学院

音乐学（作曲）

硕士及以上，有作曲
作品发表等能够展示
相关工作能力的证明
材料。有海外留学经
历的需要提供相关材

料。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人才招聘系统

舞 蹈

硕士及以上，有教学
经验，参加过舞蹈表
演比赛，获得过相关
舞蹈表演的荣誉奖励
等能够展示相关教学
科研工作能力的证明

材料。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动 画

硕士及以上，有实际
工作经验，有动漫作
品发表，或者有海外
留学经历等能够展示
相关教学科研工作能

力的证明材料。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彝学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张宁  

电话：028-85522393             
邮箱：yxxy@swun.edu.cn

中国语言文学
博士，彝语言文学专

业优先。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藏学学院

语言文学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联系人：孙晓青
电话：028-85522394             

邮箱：zxxy@swun.edu.cn

中国语言文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行政管理专业

博士或副高以上，具
有藏区社会经济，民
俗研究成果，兼通藏

英汉三语。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
学学院）

哲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3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马克思主义理论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3 聘用制

哲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6 合同制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博士 教学科研岗 6 合同制

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

社会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何宗
电话：028-85708041        

邮箱：sxxy@swun.edu.cn

心理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学前教育
副教授及以上，硕士

及以上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社会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心理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学前教育

硕士及以上，有教学
工作经验，有良好的
工作业绩和教学科研

成果。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副高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余国娟
电话：028-85522180        

邮箱：dqxy@swun.edu.cn

自动化相关专业 副高及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相关、电子信

息类、机电类、自动化类
副高级或博士 教学科研岗 4 合同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

副高级或博士 专职科研岗 2 合同制

电气工程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博士，具有企业工作
经历，主持过具体项

目优先考虑。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控制理论、应用数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物理学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类相关专

业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自动化相关专业 博士或副高以上职称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化学与环境保护工程
学院

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化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6 合同制

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化学工程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药学院

药学、中药学及相关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4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藏医药学及相关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彝药学、中药学及相关专业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药学、中药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教学科研岗 3 合同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空间安全、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
学与工程等；数学、统计学（需侧重
于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等研究方

向）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4 聘用制

联系人：周明         
电话：028-85522523   
邮箱：jkxy@swun.cn

数学、统计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空间安全、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
学与工程等；数学、统计学（需侧重
于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等研究方

向）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联系人：周明         
电话：028-85522523   
邮箱：jkxy@swun.cn

数学、统计学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畜牧学及相关专业（动物繁殖、动物
生产及动物营养方向优先）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联系人：沈阅
电话：028-85522310             

邮箱：skxy@swun.edu.cn

畜牧学及相关专业（动物繁殖、动物
生产及动物营养方向优先）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兽医学及相关专业（基础、临床及预
防兽医学方向,以及兽医或动物药学

方向优先）

博士 教学科研岗 3 合同制

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动物生物技术
方向优先）

博士 教学科研岗 1 合同制

食品科学与工程（含食品质量与安
全）

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院 

建筑类 副教授以上，博士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建筑类 博士或副高职称以上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设计类
硕士及以上，有实际
工作经验，取得良好

业绩成果。
教学科研岗 2 合同制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硕士及以上，有较高
运动技能，有带高水

平运动队经历。
教学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学 副教授以上，博士 专职科研岗 1 聘用制 人才招聘系统

相关学院 人文社科类
博士，具有较高水平
学术成果和工作业绩

。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相关学院 理工农医类
博士，具有较高水平
学术成果和工作业绩

。
教学科研岗 2 聘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