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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业大学2022年公开招聘博士等人员岗位计划（第一期）

岗位编号 部门 岗位
计划
人数

学科专业 学历学位 年龄 其他要求 报名联系方式

22110101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系博士教师岗 2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2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系博士教师岗 2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3 管理学院
管理创新与评价研究中心

博士教师岗
2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统计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4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系博士教师岗 2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建筑学（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5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系博士教师岗 1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农林
经济管理(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6 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系博士教师岗 4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社会
学（一级学科）、生态学（一级学科）、地理学（一级学
科）、统计学（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
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承担酒店管理专业本科和旅游管理硕
士研究生教学，并在旅游管理领域开
展学术研究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7 管理学院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系

博士教师岗
4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二级学科）、地球化学（二级
学科）、地质学（二级学科）、宝石学（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8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系博士教师岗 3

区域经济学（二级学科）、产业经济学（二级学科）、管
理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旅游管理（二级学科）、企
业管理（二级学科）、工商管理（二级学科）、电子商务
（二级学科）、人文地理学（二级学科）、城市与区域规
划（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09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系博士教师岗 4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安老师

022-26669561

22110110 经济学院 博士教师岗 15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管

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庆老师
022-26669767   

22110111 机械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系博士教师岗一 1 固体力学（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2 机械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系博士教师岗二 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徐老师

022-2668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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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113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系博士教师岗 6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博士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
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周岁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4 机械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教师岗一
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能源应用、储能材料、储能电池
技术、燃料电池技术、储能系统安全
与管理等领域研究背景。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5 机械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教师岗二
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新型
能源材料、储能材料、材料物性、燃
料电池技术、储能系统安全与管理等
领域研究背景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6 机械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

博士教师岗
3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二级学科）、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能源应用、建筑辐射制冷、建筑
材料、光伏、制冷空调系统节能技
术，新能源利用研究背景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7 机械工程学院
制冷与低温工程系

博士教师岗一
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低温工程、农产品生理和冷链物
流等领域研究背景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8 机械工程学院
制冷与低温工程系

博士教师岗二
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具备农产
品生理和冷链物流的研究背景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19 机械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国家级
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师岗

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供热、供燃气、通
风及空调工程（二级学科）、人机与环境工程（二级学
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学科）、化学
（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20 机械工程学院 国家级人才团队博士教师岗 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生物工程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一级学科）、林业工程（一级
学科）、化学（一级学科）、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徐老师

022-26686251

22110121
生物技术与食品

科学学院
制药工程系博士教师岗 2

化学工程（二级学科）、化学工艺（二级学科）、生物化
工（二级学科）、药物化学（二级学科）、药物分析学
（二级学科）、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刘老师

022-26677525

22110122
生物技术与食品

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博士教师岗 6

食品科学（二级学科）、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质工程
（二级学科）、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二级学科）、农
产品加工利用(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刘老师

022-26677525

22110123
生物技术与食品

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系博士教师岗 1

制糖工程（二级学科）、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微生物
学（二级学科）、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二级学科）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刘老师

022-26677525

22110124
生物技术与食品

科学学院
化学系博士教师岗 2

物理化学（二级学科）、无机化学（二级学科）、材料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刘老师

022-2667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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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125
生物技术与食品

科学学院
实验教师岗 1

物理化学（二级学科）、分析化学（二级学科）、有机化
学（二级学科）、无机化学（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刘老师

022-26677525

22110126 法学院 心理学系博士教师岗 6
心理学（一级学科）、社会学（一级学科）、教育学（一
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法学（一级学
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1.社会学（一级学科）下，招聘社会
心理学（二级学科）；
2.教育学（一级学科）下，招聘教育
心理学（二级学科）、学校心理学
（二级学科）、心理健康教育（二级
学科）、心理教育（二级学科）；
3.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
招聘管理心理与行为科学（二级学
科）；
4.法学（一级学科）下，招聘刑法学
（二级学科）下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方
向。

吕老师
022-26669757

22110127 法学院 法学系博士教师岗 8
法学（一级学科）、公安学（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一

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1.公安学（一级学科）下招聘犯罪学
（二级学科）、侦查学（二级学科）
2.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招聘知识
产权（二级学科）

吕老师
022-26669757

22110128 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教师岗 14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应用经
济学（一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社会学（一级
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农林经济管理
（一级学科）、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地理
学（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博士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
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周岁

槐老师
022-26685807

221101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课博士教师岗 8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国哲学（二级学科）、
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中国近代史（二级学科）、
中国现代史（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中共党员；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
件的应聘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
岁；具有博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
符合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
聘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

陈老师
022-26686529

22110130 信息工程学院 博士教师岗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一级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电气工程（一级
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博士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
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周岁

贺老师
022-26667555

22110131 信息工程学院 实验教师岗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一级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电气工程（一级
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贺老师

022-26667555

22110132
国际教育合作学

院
博士教师岗 8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应
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统计
学（一级学科）、社会学（一级学科）、法学（一级学
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冀老师          

022-2668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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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133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系博士教师岗 1 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40周岁及以下

如博士专业为工学门类的，本科学习
阶段须为城市规划专业或建筑学专
业，硕士学习阶段须为风景园林学
（二级学科）

刘老师          
022-26684182

22110134 艺术学院 动画系博士教师岗 2
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
设计学（一级学科）、艺术（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40周岁及以下

博士专业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
、设计学（一级学科）、艺术学（一
级学科）的，本科学习阶段须为动画
专业或者硕士学习阶段须为戏剧与影
视学（一级学科）                                     

刘老师          
022-26684182

22110135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系博士教师岗 1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设计学（一级学科）、计算机应
用技术（二级学科）、工业设计研究（二级学科）、设计
学（二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工业工
程（二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40周岁及以下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设计学（一
级学科）、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
科）要求为工学门类下的专业 ；                                                 
工业设计研究（二级学科）、设计学
（二级学科）要求为艺术学门类下的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工业
工程（二级学科）要求为管理学门类
下的专业。

刘老师          
022-26684182

22110136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博士教师岗 3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博士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
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周岁

白老师
022-26686225

22110137 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博士教师岗 1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博士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
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周岁

白老师
022-26686225

22110138 理学院 数据科学系博士教师岗 5

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统计学（一级学科）、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数学（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
工程 （一级学科）、光学工程（一级学科）、仪器科学与
技术（一级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赵老师

022-26667645

22110139 理学院 统计系博士教师岗 5
统计学（一级学科）、数学（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赵老师

022-26667645

22110140 理学院 数学系博士教师岗 4
数学（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应用
经济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具有博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
我校人才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
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博士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我校人才
引进文件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年龄
可放宽至45周岁

赵老师
022-26667645

22110141 会计学院 博士教师岗 13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数学（一级学科）、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统计学（一级学科）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周老师 

022-2665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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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142 大学外语教学部 博士教师岗 3 文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管理学、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 35周岁及以下

若博士专业不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的，则英语水平须达到专业八
级且本科或硕士研究生阶段至少有一
个阶段为英语专业或英语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英语口译（二级学
科）、英语笔译（二级学科）、外国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
翻译学（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跨
文化研究（二级学科）  

刘老师
022-26667556

173

第 5 页，共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