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工业大学第四届国际青年学者“日新论坛”欢迎您！  

 

博揽英才的平台  

北京工业大学国际青年学者“日新论坛”旨在集聚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探

讨科技前沿，促进交流合作，博揽强校才俊。  

近年来，我校坚持“立足北京，服务北京，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办学

定位，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汇聚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优

秀青年学者。成功举办过三届的“日新论坛”，已成为我校延揽海内外英才的

重要平台。  

在建校 6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诚挚邀请全球青年才俊加盟北京工业大

学，向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百年梦想，与北工大共同努力奋斗！  

“相约甲子 云聚工大”论坛季日程安排  

本次论坛将通过线上方式与报名学者“云见面”。2020 年 9 月至 10 月，将 

同步开设多个分论坛，届时各学科资深教授将与青年学者一对一线上交流洽谈。 

热忱欢迎全球英才云聚工大！  

主办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申报的学者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周二）前，使用网上报名系统填 

写相关信息。您可登录网址 http://bjutrixin.mikecrm.com/1S6I1ww 或扫描下方

二维码进行填报。  

http://bjutrixin.mikecrm.com/1S6I1ww
http://bjutrixin.mikecrm.com/1S6I1ww


  

学校和各学部（院）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后，将陆续通过邮件发送论坛邀

请函，请您及时关注邮箱并发送参会回执。  

申报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土木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

程、数学、物理学、统计学、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学、生物医

学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学、教育学、外国

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学等。  

招聘岗位及待遇  

人才类型  引进对象和条件  待遇与支持  

战略科学家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著名战略科学家等  

2. 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  

聘任岗位：聘任为一级教授，支持组建团队薪酬待遇：不低

于 150 万元  

科研经费：提供科研启动和平台建设经费，理工类最高 1000 

万，人文社科或经管类最高 300 万  

生活待遇：提供 150 平米左右永久性住房，协助解决配偶工

作、子女入学等  

领军人才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或具有相

当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的学者  

2. 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  

聘任岗位：聘任为二级教授，支持组建团队薪酬待遇：不低

于 100 万元  

科研经费：提供科研启动和平台建设经费，理工类最高 500 

万，人文社科或经管类最高 150 万  

生活待遇：提供 120 平米左右永久性住房，协助解决配偶工

作、子女入学等  

卓越人才  

1.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具

有相当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的学者  

2. 理工类一般不超过 42 周岁，人文社科或经管

类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  

聘任岗位：聘任为四级教授，支持组建团队薪酬待遇：不低

于 60 万元  

科研经费：提供科研启动和平台建设经费，理工类最高 150 

万，人文社科或经管类最高 50 万生活待遇：提供 60 平米左

右周转住房，协助解决子女入学等  

优秀人才  

1. 已取得突出成果的优秀科研人员、博士后、博

士（具体标准可咨询）  

2. 理工类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人文社科或经管

类一般不超过 38 周岁  

聘任岗位：聘任为校聘教授薪酬待遇：不低于 

35 万元  

科研经费：提供科研启动和平台建设经费，理工类最高 100 

万，人文社科或经管类最高 30 万生活待遇：提供 50 万住房

津贴，协助解决子女入学等  



联系方式  

北京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  

联系人：王老师、孙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6305 咨询邮箱：gdrc@bjut.edu.cn  

 各学

部（院）信息  

二级机构：材料与制造学部联系人：王老师、杜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1705 咨询邮箱：wangzhaohui@bjut.edu.cn、

duwei@bjut.edu.cn 学部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Ymn5gZY7ztBl93QK-ipXQ  

二级机构：信息学部联系人：李老师、张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1862  

咨询邮箱：lixiaolibjut@bjut.edu.cn、zhang_pingrui@bjut.edu.cn 

学部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1Z5A6hjB-U60pNw6pkuKQ   

   

二级机构： 城市建设 学部   

联系人： 许老师、赵老师   

联系电话： +8610 - 67391645   

咨询邮箱： xuchengshun@bjut.edu.cn 、 zhaoyuan@bjut.edu.cn   

学部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J4c8Hy30H91j0PvjqdD_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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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机构：环境与生命学部联系人：李老师、安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1655 咨询邮箱：jianrongli@bjut.edu.cn、

anran@bjut.edu.cn 学部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N0bEhYwa3MpjfAriFSWW-w  

二级机构：理学部联系人：翟老师、黄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1753 咨询邮箱：trzhai@bjut.edu.cn、

huangjinxiu@bjut.edu.cn 学部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jgQC8RkB3iowI_Nhg298g  

二级机构：经济与管理学院联系人：李老师、张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1837 咨询邮箱：lgj@bjut.edu.cn、

zhangyani@bjut.edu.cn 学院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

2O8w7tM7XvrJCn0hNnHA  

 

 

二级机构： 文法学部   

联系人： 唐 老师、 王 老师   

联系电话： +8610 - 6739 1505   

咨询邮箱： tangjun @bjut.edu.cn 、 wanghong @bjut.edu.cn   

学部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000AFwECdVUbPBtS0dZv A   

二级机构： 艺术设计学院   

联系人： 杨 老师、 邱 老师   

联系电话： +8610 - 6739 5066   

咨询邮箱： yangliu@bjut.edu.cn 、 qiuling@bjut.edu.cn   

学院链接 ： https://mp.weixin.qq.com/s/cejD2cKmzuiJnCUUADpMJ A   

https://mp.weixin.qq.com/s/N0bEhYwa3MpjfAriFSWW-w
https://mp.weixin.qq.com/s/N0bEhYwa3MpjfAriFSWW-w
https://mp.weixin.qq.com/s/N0bEhYwa3MpjfAriFSWW-w
https://mp.weixin.qq.com/s/N0bEhYwa3MpjfAriFSWW-w
https://mp.weixin.qq.com/s/cjgQC8RkB3iowI_Nhg298g
https://mp.weixin.qq.com/s/cjgQC8RkB3iowI_Nhg298g
https://mp.weixin.qq.com/s/cjgQC8RkB3iowI_Nhg298g
https://mp.weixin.qq.com/s/cjgQC8RkB3iowI_Nhg298g
https://mp.weixin.qq.com/s/g-2O8w7tM7XvrJCn0hNnHA
https://mp.weixin.qq.com/s/g-2O8w7tM7XvrJCn0hNnHA
https://mp.weixin.qq.com/s/g-2O8w7tM7XvrJCn0hNnHA
https://mp.weixin.qq.com/s/g-2O8w7tM7XvrJCn0hNnHA
https://mp.weixin.qq.com/s/U000AFwECdVUbPBtS0dZvA
https://mp.weixin.qq.com/s/U000AFwECdVUbPBtS0dZvA
https://mp.weixin.qq.com/s/U000AFwECdVUbPBtS0dZvA
https://mp.weixin.qq.com/s/cejD2cKmzuiJnCUUADpMJA
https://mp.weixin.qq.com/s/cejD2cKmzuiJnCUUADpMJA
https://mp.weixin.qq.com/s/cejD2cKmzuiJnCUUADpMJA
https://mp.weixin.qq.com/s/cejD2cKmzuiJnCUUADpMJA


二级机构：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系人：李老师、尤老师  

联系电话：+8610-67396412 咨询邮箱：lids@bjut.edu.cn、

youxin@bjut.edu.cn 学院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az8wpUfVpmqQkCJ8wEpRw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创建于 1960 年，是一所

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

1981 年成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 年成为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1996 年通过国家“211 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二十一世纪重点

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2017 年 9 月，学校正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行列。在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学校位居中国内地第 32 名。  

  

https://mp.weixin.qq.com/s/Uaz8wpUfVpmqQkCJ8wEpRw
https://mp.weixin.qq.com/s/Uaz8wpUfVpmqQkCJ8wEpRw


学科建设  

 
北京工业大学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以建设国际知名、有特色、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主动适应国家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面向学科

前沿调整布局、优化结构。学校学科点的数量和层次位居全国地方高校前列。  

 



 科学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秉持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的科技工作理念，坚

持“协同创新、高端引领、服务北京”的科技发展方针，以扎实、有特色的科学

研究推进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师资队伍  

北京工业大学紧紧围绕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强高端、优结

构、重改革、增活力”的人才工作方针。截至目前，北京工业大学在职教职工总

数 31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1900 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