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历 学位 学科（专业） 资历要求

信息工程系 NJ202201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动画、艺术设计学、新
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
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

1.应届毕业生；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信息工程系 NJ202202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计算机类与电子信息类
相关专业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IT行业相关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3

信息工程系 NJ202203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电子商务、管理科学与
工程、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物流管理、市场营

销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电商行业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2

信息工程系 NJ202204 教师 本科 学士

艺术设计学、新媒体艺
术、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设计、产品设计等设

计学类

1.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2.年龄45周岁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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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艺术系 NJ202205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学前教育、早期教育等

相关专业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学前教育管理工作经
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2

人文艺术系 NJ202206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儿科学、儿少卫生与妇
幼保健学、中西医结合
临床、中医儿科学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临床工作岗位经历；
2.大学英语四级以上；
3.年龄35周岁以下。

1

人文艺术系 NJ202207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教育学（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
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

等方向）

年龄35周岁以下。 1

人文艺术系 NJ202208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应用数学、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年龄35周岁以下。 1

动物科技系 NJ202209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畜牧生物工程
1.本科所学专业为动物科学；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动物科技系 NJ202210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草业科学、草学、特种

经济动物饲养

1.本科所学专业为动物科学；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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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技系 NJ202211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动物生产、畜牧、水生

动物保护与生产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动物生产工作经历；
2.本科所学专业为动物科学。
3.年龄35周岁以下。

1

动物科技系 NJ202212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临床兽医学、预防兽医
学、兽医生物工程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动物医学工作经历；
2.本科所学专业为动物医学；
3.年龄35周岁以下。

2

动物科技系 NJ202213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基础兽医学、兽医公共

卫生、兽医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动物医学工作经历；
2.本科所学专业为动物医学；
3.年龄35周岁以下。

1

机电工程系 NJ202214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车辆工程、汽车运用工
程、汽车电子工程、新
能源汽车工程、车身工

程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汽车类专业技术或教
学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机电工程系 NJ202215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机电一体化理论
及其应用、机器人科学
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电子方向）、人

工智能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机电一体化类专业技
术或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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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系 NJ202216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农业机械化工程、现代
农业装备工程、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农业机械化工

程方向）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现代装备类专业技术
或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食品药品工程系 NJ202217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脂
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

生物技术

年龄40周岁以下。
1

食品药品工程系 NJ202218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
与贮藏工程、粮食油脂
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

发酵工程

年龄35周岁以下。
2

食品药品工程系 NJ202219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临床医学、护理、康复
医学与理疗学等医学类

专业

年龄35周岁以下。
1

经济管理系 NJ202220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类、管理学类
年龄40周岁以下。

2

经济管理系 NJ202221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区块链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等相关专业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大数据运营或信息管
理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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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系 NJ202222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工商管理学科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供应链协
调与优化方向）；企业
管理专业（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方向）；工商管
理专业（供应链管理与
商业分析方向）；物流

管理专业。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物流管理类岗位工作经
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经济管理系 NJ202223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图像处理与多媒体技
术方向）；数字媒体技
术、新媒体技术及相关

方向。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新媒体运营类岗位工作
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智慧农业系 NJ202224 教师 研究生 博士

作物遗传育种、作物栽
培学与耕作学、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种
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种

质资源学

年龄40周岁以下。
1

智慧农业系 NJ202225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菌类作物、菌物学、遗
传学、细胞生物学、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学、生物学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食用菌生产管理专业
技术或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智慧农业系 NJ202226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农业水土工程、农业水
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土木水利、水利工程
、水文学及水资源、水
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

工结构工程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现代水利专业技术或
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3.年龄35周岁以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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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系 NJ202227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园艺学、农艺与种业、
蔬菜学、果树学、设施
园艺学、农业工程与

信息技术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园艺管理专业技术或
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智慧农业系 NJ202228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风景园林学，风景园林
、艺术设计、 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园林管理专业技术或
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2.年龄35周岁以下。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NJ202229 教师 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中共

党史、法学

1.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具
备3年以上（思想政治专业技术或
教学岗位）工作经历；
2.中共党员；
3.年龄35周岁以下。

2

信息中心 NJ202230 专业技术岗 本科 学士

网络工程等通信工程专
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相关专业、电子科学
与技术等电子信息类专
业、网络空间安全等信

息安全类专业

年龄30周岁以下。
2

相关系部 NJ202231
辅导员A岗（能
够承担驻男生公
寓值宿工作）

研究生 硕士 不限
 
1.中共党员；
2.年龄30周岁以下。

5

相关系部 NJ202232 辅导员B岗 研究生 硕士 不限
 
1.中共党员；
2.年龄30周岁以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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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部 NJ202233
辅导员C岗
（藏族）

本科 学士 不限
1.藏族；
2.中共党员；
3.年龄30周岁以下。

1

财务处 NJ202234 财务专业技术岗 本科 学士 会计学、财务管理

1.须具备3年以上财务管理专业技
术岗位实践经历；
2.具备中级会计师资格；
3.年龄40周岁以下。

1

组织宣传部 NJ202235 （专职）组织员 本科 学士
思想政治教育、行政学
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及哲学类专业

1.须具备3年以上思想政治岗位工
作经历；
2.中级职称资格；
3.中共党员。
4.年龄40周岁以下。

1

53

注：教师岗位要求专科、本科与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博士研究生、辅导员及其他岗位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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