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诚聘青年千人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

程”重点建设高校，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名校。武汉大学有优质的生源，卓越

的科研团队，宽松开放的科研环境，完备的工作平台，舒心的生活环境。 

“青年千人计划”是武汉大学引才的重中之重。武汉大学常年招聘“青年千

人计划”人选，诚邀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加盟，共同发展、共筑辉煌。 

一、招聘条件 

1.属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申报时年龄不超过 40周岁。 

2.取得博士学位，并有连续 3年及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 

3.取得突出研究成果或其他突出成绩的海外博士，可突破上述年限要求，破

格引进。 

4.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 

5.引进后全职来校工作。申报时一般应未全职在国内工作，已经在国内工作

的，回国时间应在一年以内。 

6.为所从事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 

二、相关待遇 

1.可聘任正高岗位，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 

2.提供极具竞争力和购买力的薪酬待遇。 

3.在国家提供的 100-300 万科研启动经费基础上，学校最高给予 1:1 配套。 

4.国家提供 50 万元补助，学校提供校内周转房，另提供 120-150 平米的住

房一套或 50万元安家费。 

5.提供必要的办公用房和实验用房，在团队建设、研究生招生、博士后招收

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6.协助解决配偶工作，为子女提供自幼儿园至高中的一站式优质教育资源，

解决后顾之忧。 

7.学校附属三家三甲医院及校医院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 



8.对未入选“青年千人计划”但进入面试环节者或其他优秀的青年学者，学

校可聘任特聘研究员系列岗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安家费和科研启动

经费。 

三、应聘方式 

应聘者可将简历发送至学校招聘邮箱 recruit@whu.edu.cn，简历应包含个

人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学习和工作经历、主要学术成就（论文、项目、专利

和获奖情况等），应聘者也可与设岗单位招聘联系人直接联系。达成申报意向

后，将有专人一对一指导申报工作。 

四、联系方式 

1.武汉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 

联系人：徐鑫 周晓林 

电话：+86-27-68756990 

邮箱：recruit@whu.edu.cn  

网址：http://hr.whu.edu.cn/project_show.aspx?id=115 

2.设岗单位 

设岗单位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数学与统计学院 周宁  +86 27 6875 2966 nzhou.math@whu.edu.cn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龚荣  +86 27 6875 2161 lgong@whu.edu.cn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唐晖  +86 27 6875 6656 tanghui@whu.edu.cn    

生命科学学院 熊晓庆  +86 27 6875 2735 xqxiong@gmail.com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魏秀琴  +86 27 6877 8762 xq_wei@163.com   

动力与机械学院 陈婉兰  +86 27 6877 2040 chenwanlan@whu.edu.cn  

电气工程学院 杨龙  +86 27 6877 5213 yanglong8805@whu.edu.cn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余娟  +86 27 6877 2624 541325693@qq.com  

水利水电学院 王放  +86 27 6877 2275 wrhes@whu.edu.cn  

城市设计学院 肖俊  +86 27 6877 3062 buddy@whu.edu.cn  

信息管理学院 傅玲  +86 27 6875 2076 fuling@whu.edu.cn  

电子信息学院 邢颖  +86 27 6875 6275 xingy@whu.edu.cn  

计算机学院 屈鹏  +86 27 6877 5361 qupeng@whu.edu.cn  

国际软件学院 陈畅  +86 27 6877 8117 34771607@qq.com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秦平  +86 27 6877 8546 rsrenshi@whu.edu.cn  

测绘学院 李霞  +86 27 6877 8401 xli@sgg.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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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与包装系 余晔  +86 27 6877 8434 yuye@whu.edu.cn  

基础医学院 张洁  +86 27 6875 9222 jiezhang_med@whu.edu.cn   

公共卫生学院 王忠海  +86 27 6875 8648 zhonghaiwang@163.com  

药学院 胡雪雁  +86 27 6875 9987 xyhu@whu.edu.cn  

HOPE护理学院 张昀  +86 27 6875 8747 hopezy@163.com  

第一临床学院（人民医

院） 
王敏 

 +86 27 8804 1911

（86450） 
perry_h@163.com  

第二临床学院（中南医

院） 
秦瑶  +86 27 6781 3017      znyyrsc@126.com  

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 王婷  +86 27 8768 6106 kqrsc@163.com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石立特  +86 27 6877 8229 lilyshi@whu.edu.cn      

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何小丹  +86 27 6877 8971 259099011@qq.com  

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张文燕  +86 27 6877 8030 00200093@whu.edu.cn  

动物实验中心/ 

ABSL-Ⅲ实验室 
王芬  +86 27 6875 9021 wangfen776@whu.edu.cn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郁艳琴  +86 27 6875 6726 yuyanqin@whu.edu.cn  

高等研究院 许漪  +86 27 6875 4327  xuyi@whu.edu.cn   

医学研究院 叶雯  +86 27 6875 0166 mri@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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