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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具有计算机、自动
化或材料等相关背景
具体要求：
1.具有计算机硬件、软件工程师证书
者优先；
2.熟悉计算机的硬件维护，熟悉材料
领域相关的软件（如ansys、deform、
dynamo、materials studio等）的使
用者优先。

1.材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维护与管理；
2.材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开发；
3.承担实验教学的指导；
4.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指导。

2

船海与
能源动
力工程
学院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轮机工程、动力、
机械等

1.完成规定的实验教学工作，积极主持和参与相关教
学质量工程中实验部分内容，独立维护大型精密仪
器，为教学、科研提供优质服务；
2.完成具有一定水平的实验报告或在正式期刊或国内
外会议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
3.指导初级实验技术人员，或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
文；
4.参加实验室日常管理，保障必修实验环节设备完好
率100%，保证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运转。

3
汽车工
程学院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机械工程、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
具体要求：本科及硕士阶段需为工学
学科相关专业毕业

1.承担实验（实践）课程教学，参与实验室条件建
设；
2.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或竞赛；
3.主持或参与各类省部级教学或科研项目；
4.发表高水平教学或科学研究论文。

4

计算机
与人工
智能学

院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计算机及相关学科
具体要求：掌握计算机、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相关领域教学与科研实验与创
新实践支撑技术

1.参与省级实验示范中心建设；
2.独立承担核心课程实验实践环节教学；
3.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4.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相关科学研究提供技
术支撑服务。

5
航运学

院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交通运输工程、船
舶与海洋工程或信息类等
具体要求：能胜任船上实习实验指导

1.负责船舶交通控制系统实验、海事管理专业综合实
验、海事大数据实验等平台建设维护及教学科研实验
组织;
2.参加实验室日常管理，保证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运转
。

6

化学化
工与生
命科学
学院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化学及相近专业
（材料、化工、环境等）

1.协助承担实验课辅助教学，或协助维护大型精密仪
器，为教学、科研提供优质服务；
2.参与设计实验方案，对相关的仪器设备进行维护、
检修；
3.完成具有一定水平的实验报告或在正式期刊上发表
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
4.参加实验室日常管理，保证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运
转，无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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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材料
研究所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材料学、材料物理
与化学等
具体要求：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最
新实验动态，具有组织和领导本学科
的重大实验工作能力

1.全面掌握实验室公共设备平台建设情况、运行情况
及实验测试等开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有关问题；
2.承担实验室公共设备平台的管理维护、开放共享及
人员培训，参与组织实验室设备购置、验收、调试、
运行、功能开发等工作；
3.承担实验室安全体系建设工作，包括危化品管理、
安全平台信息化等工作。

8

光纤传
感技术
研究中

心

实验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软件工程、土木工
程、机电工程、电子信息等
具体要求：本硕博有交叉专业的优先

光纤传感网络硬件工程师/光纤传感大数据处理软件
工程师

1 学科及专业方向：物理

1.承担电镜类及样品制备等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包括：测试服务、技术培训和教学等工作；
2.负责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和质量控制；
3.负责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等工作。

1 学科及专业方向：化学或生物

1.承担有机、无机化学成分检测分析等实验技术人员
岗位职责，包括：测试服务、技术培训和教学等工
作；
2.负责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和质量控制；
3.负责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等工作。

10

余家头
校区管
理委员

会

工程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工程管理、工程造
价、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类、市政工
程类、电气工程类等

1.负责协助做好学校年度维修工程项目申报工作；
2.负责协调做好维修工程项目设计、造价、审计、招
标等相关工作；
3.负责工程施工过程中现场管理工作。

工程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计算机及相关学科
具体要求：同等条件下有相关工作经
历者优先。

1.学校教育信息化体系建设；
2.组织起草学校信息化的技术标准；
3.组织起草学校信息化校内制度；
4.学校信息化年度计划制定与执行评估； 
5.国家信息化标准的推广应用。

工程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计算机及相关学科
具体要求：同等条件下有相关工作经
历者优先。

1.学校数据资源体系建立与管理；
2.编制学校公共虚拟资源目录和开放目录，并组织实
施和监督管理；
3.二级单位信息化建设任务的协调；
4.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协调；
5.学校信息化项目检查、评估。

9
实验
技术

11
信息化
办公室

材料研
究与测
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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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建处
工程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土木类

1.负责所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施工、监理、检测等合
同的管理和执行工作；
2.负责所管工程现场的质量、安全、进度、文明施工
等管理工作；
3.负责处理所管工程的日常事务；
4.负责所管工程施工资料收集和归档工作，组织所管
工程竣工验收、交付，并配合完成项目备案；
5.负责所管工程的竣工交付后的使用服务质量保修等
工作。

13
后勤保
障处

工程
技术

1

学科及专业方向：电气类、电子信息
类、能源动力类、自动化类、土木类
、机械类等
具体要求：能够吃苦耐劳，经常出入
配电室、水泵房、施工工地。

1.负责水、电、气资料收集和档案管理工作；
2.负责学校水电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
3.负责水电增容及改造项目方案制定及验收工作；
4.协助学校输配电和给排水项目技术支持工作；
5.协助学校水电管网及设备设施技术支持工作；
6.协助学校水、电、气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工作；
7.协助能源相关管理文件、工作流程的修订起草工作
。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计算机应用、信息
技术、通信工程、网络安全等相关专
业或从事相关工作
具体要求：
1.具备履职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技
能，熟悉主流系统和应用服务的配置
及管理、优化；
2.熟悉当前主流网络安全设备设施工
作原理，如态势感知、IPS/IDS、WAF
、网关设备、防火墙等；
3.具有良好的文档写作能力；
4.有安全服务、安全运维等工作履历
者优先，具备网络相关或网络安全相
关的证书者优先，有高校信息化工作
经历者优先。

1.负责网络安全技术架构设计与建设；
2.负责各类安全设备的建设与管理，信息系统的上线
安全检测和定期安全扫描；
3.负责制定和实施校园网网络安全和信息系统安全管
理的相关规范，负责各类安全事件的检测、分析、处
理和处置；
4.负责各类重要时期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及等保测评
工作；
5.负责相关文档输出和整理。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计算机应用、信息
技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
具体要求：
1.熟悉主流数据库，精通SQL语言，掌
握BI相关工具，熟悉数据仓库、数据
挖掘；
2.熟悉系统集成技术，具备良好的数
据整合能力；
3.具有良好的数据敏感度与逻辑分析
能力，能独立进行深度的数据信息汇
总分析；
4.具备良好的文档写作能力。

1.对数据仓库、业务系统数据库进行数据架构的设计
和管控，从业务入手进行数据需求分析和模型设计，
并基于不同技术实现方式指导和执行系统开发任务；
2.对学校各类数据进行管理，负责数据架构设计和模
型开发；
3.对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综合管控并制定相应的
数据管理规范；
4.负责数据中心数据库、表、字段、存储过程、视图
等数据库对象的设计与维护；
5.负责对学校数据流向、整合、清洗进行规划和实施
。

14
网络信
息中心

工程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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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核算
岗

2

学科及专业方向：财务管理、会计学
、金融、工商管理财务方向、信息管
理等
具体要求：
1.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熟练掌握国家财经政策法规，专业
知识扎实；
3.具有按照会计工作规范及时处理业
务的能力；
4.具有处理外汇，编制财务预算和决
算的能力，具有额度和资产对账的能
力；
5.掌握python，sql、BI等数据分析工
具，或者具备注会证书或ACCA证书者
优先。

1.会计核算制证工作；
2.预算项目立项、结题审核；
3.出国审批表上的经费审核；
4.资产类等对账业务；
5.暂付款、暂存款及票据清理；
6.编制财政资金及国库资金执行情况表及专项资金催
报；
7.各类审计查账业务；
8.毕业生离校审批工作；
9.编报外汇财务预算和决算。

资金
结算
岗

3

学科及专业方向：财务管理、会计学
、金融、工商管理财务方向等
具体要求：
1.熟练掌握国家财经政策法规，专业
知识扎实；
2.具有按照会计工作规范及时处理业
务的能力；
3.具有处理外汇，编制财务预算和决
算的能力，具有额度和资产对账的能
力；
4.掌握python，sql、BI等数据分析工
具，或者具备注会证书或ACCA证书者
优先。

1.各类会计凭证的稽核工作；
2.各类业务的网银、支票及银行对账业务；
3.结算中心账务处理、稽核及结算，季度计息工作；
4.银行承兑汇票管理工作；
5.学生业务各类票据开具及管理；
6.水电费及其他收入对账工作；
7.会计凭证装订、归档、保管及查询工作。

收入
分配
及税
务岗

1

学科及专业方向：财务管理、会计学
、金融、工商管理财务方向、财税等
具体要求：
1.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熟练掌握国家财经政策法规，专业
知识扎实；
3.具有按照会计工作规范及时处理业
务的能力；
4.具有处理外汇，编制财务预算和决
算的能力，具有额度和资产对账的能
力；
5.掌握python，sql、BI等数据分析工
具或者具备注会证书或ACCA证书者优
先。

1.服务性收入的借票、入账及分配等核算工作；
2.监督、检查学校二级核算单位经济目标完成情况，
收集整理二级核算单位的会计报表，并做好相应经济
活动分析；
3.各单位服务性收入信息收集、汇总及公示；
4.每月按时完成各类税种（不含个税）的纳税申报及
年度汇算清缴工作，完成税务机关交代的其他临时任
务；
5.办理年度国产设备退税工作；
6.相关税收政策的咨询服务，根据相关税务优惠政策
办理免税、退税手续。

16 审计处
会计
审计

1

学科及专业方向：会计、审计、财务
管理类专业。
具体要求：
1.中共党员；
2.有高校财务审计工作经验和注册会
计师资格优先。

1.按要求完成分配的财务审计项目；
2.完成审计项目档案归档工作；
3.配合开展审计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财务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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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及专业方向：药学

1.在科主任领导和上级药师指导下进行工作；
2.指导和参加药品调配、制剂工作，凭借医生的处方
严格配药，严防差错事故；
3.参加药品检验鉴定和药检仪器的使用保养，保证药
品质量符合药典的规定；
4.参加临床药学及药学服务工作，承担对患者的用药
指导和用药教育工作，收集药物不良反应与药品质量
问题信息，配合临床医疗保障药品供应；
5.检查毒、麻、精、贵重药品和其放药品的使用管理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处理并向上级汇报；
6.协助科室做好药品采购工作，根据库存和预计用药
量，即时提报采购计划，做好药品出入库验收登记管
理等工作；
7.协助科主任加强对下级医师、进修、规培、实习人
员的培训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学科及专业方向：口腔医学

1.在科主任及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做好口腔科门诊诊
疗工作；完成口腔疾病的诊治、各项诊疗及手术，认
真做好疑难病例的讨论及转诊等工作；
2.学习、掌握、引进先进口腔治疗技术、治疗理念，
提高科室诊疗水平，开展科研工作；
3.按照规定认真完成口腔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存
放及保养工作，严防差错事故；
5.协助科主任加强对下级医师、进修、规培、实习人
员的培训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6.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工作。

学科及专业方向：放射医学专业

1.负责X线、CT等诊断报告和文书登记工作，具有解
决本科疑难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及时请示上级医
师；
2.参与科室值班、阅片、疑难病例讨论、业务培训，
协助科主任开展对本专业质量控制工作，完成本专业
范围内的检查工作；
3.加强与临床科室密切联系，参加会诊和临床病例讨
论会，不断提高影像诊断符合率；
4.定期对仪器设备做好维护、保养，使仪器设备始终
处于良好备用状态，严防差错事故发生
5.协助科主任加强对下级医师、进修、规培、实习人
员的培训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学科及专业方向：内科、外科

1.具有独立解决本专业领域内疑难杂症的能力；
2.在科主任领导下，指导本科医疗、培训、技术培养
与理论提高工作；
3.指导下级医师做好各项医疗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基
本功训练。
4.参加门诊、病房、值班、会诊、出诊工作，参与健
康教育、慢病管理、教学、预防保健、体检等工作；
5.掌握或基本掌握专科国内外研究动态，定期或不定
期组织临床进展的培训。

30

17

小计

6
卫生
技术

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