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2022年预聘制人员招聘岗位需求表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招聘人数
本科阶段学科或专业

名称
本科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研究生阶段学科或专业名称

研究生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要求 岗位简介及其它要求 联系方式 单位官网 考核方式 成绩计算方法

1 体育科学学院 2022YPZTK01

教学科研

1
教育学类
体育学类

B0401
B0403

教育学
体育学

A0401
A0403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博士
研究生不超过35周岁； 
2.留学取得海外博士学位的人员，
或具有博士学位且有一年以上国
（境）外科研工作经历的人员，或
博士后出站人员，不超过40周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5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足球项目的教学训练和科学研究
工作。要求如下：
    1.具有足球运动员一级以上运动等级或亚足联C级
教练员以上专业资格，国家级（国际级）健将优先；
具有博士学位者，运动等级可放宽至二级。   
    2.有足球教学经历，能承担体育专业术科和大学
公共体育课的教学与训练工作，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
。  
    3.如为高水平运动员或体育特长生，则本科阶段
和研究生阶段均不限专业。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10230，
13802448632
联系邮箱：officeweiyu@126.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体育科
学学院

http://sport.
scnu.edu.cn/

    第一阶段：综合评议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评议小组，根据应聘人员提交的业
绩材料，对应聘人员的学术水平、教学科研能力、与学科
发展的契合度等进行评议。达到综合评议要求的，进入综
合考核。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6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 体育科学学院 2022YPZTK02 1
教育学类
体育学类

B0401
B0403

教育学
体育学

A0401
A0403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博士
研究生不超过35周岁； 
2.留学取得海外博士学位的人员，
或具有博士学位且有一年以上国
（境）外科研工作经历的人员，或
博士后出站人员，不超过40周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5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体操项目的教学训练和科学研究
工作。要求如下：
    1.具有体操项目一级以上运动等级，国家级（国
际级）健将优先；具有博士学位者，运动等级可放宽
至二级；   
    2.能承担体育专业术科（竞技体操）和大学公共
体育课的教学与训练工作；
    3.如为高水平运动员或体育特长生，则本科阶段
和研究生阶段均不限专业。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10230，
13802448632
联系邮箱：officeweiyu@126.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体育科
学学院

http://sport.
scnu.edu.cn/

    第一阶段：综合评议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评议小组，根据应聘人员提交的业
绩材料，对应聘人员的学术水平、教学科研能力、与学科
发展的契合度等进行评议。达到综合评议要求的，进入综
合考核。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6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3
教育人工智能

研究院
2022YPZJY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硕士（专业硕士）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专业硕士）

A0835
A084010
A084011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教育数据分析处理及相应程序编
制，常用智能教学应用平台和设施的管理、监控、配
置和优化工作。要求如下：
    1.精通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掌握深度学习算
法及应用，具有语音、图像数据分析能力；
    2.熟悉多模态数据的加工处理原理，掌握数据整
理和清洗的方法和技能；
    3.熟悉智能教学设备、应用系统和平台的应用和
管理，具备快速诊断问题和处理调度的能力；
    4.具有一定的编程能力，熟悉C、C++、python等
其中至少一门流行编程语言，掌握R语言、Matlab等建
模工具的使用；
    5.有智能教育系统及教育大数据计算编程或教育
数据智能分析及调试经验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崔老师
联系电话：15626190133
联系邮箱：gw_aied@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教育人工
智能研究院

http://aied.s
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4
东南亚中文教
师教育学院

2022YPZDN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学
政治学
工商管理

A0401
A0501
A0601
A0302
A120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从事信息技术情报、教学设备管理工作。
具体负责开展课堂教学、科研项目申报、教务管理、
指导学生实习实践、教师职后教育等工作。要求如
下：
    1.具有2年以上高校工作经历；
    2.拥有国际视野，具备良好的中、英文口头及书
面表达能力，能熟练运用英语完成工作。留学归国人
员或有一年以上海外访学经历者优先、具有管理学等
交叉学科背景者优先。

联系人：冯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0103
联系邮箱：20220007@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东南亚中
文教师教育学院

http://dny.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5 旅游管理学院 2022YPZLY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旅游管理

职业技术教育硕士（专业硕士） 
A120203
A040119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为实验员岗，要求如下：
    1.具备承担教学科研平台、实验室及相关设备、
资产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的能力；
    2.具备组织学生进行校内实验教学、校外实习实
践等工作的能力；
    3.职业技术教育硕士（专业硕士）须有毕业院校
开具的专业学位领域为“旅游类”的证明；
    4.具有相关教学、科研、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
虑。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0010
联系邮箱：gw_lygl@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行政楼
B座旅游管理学院

http://stm.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6 化学学院 2022YPZHX11 教学辅助 2 不限 不限
化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A0703
A0817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为化学实验员岗位，要求如下：
    1.具备承担化学、化工实验室日常维护等工作的
能力；
    2.具备对实验室进行安全管理的能力；
    3.具备协助开展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等相关工
作的能力。

联系人：黄老师、邱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10187，
13286832325，18820797421
联系邮箱：hxx01@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化学学
院

http://sce.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7
物理与电信工

程学院
2022YPZWD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物理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A0702
A0811
A0809

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不超过35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物理类实验室的辅助教学等工
作，主要职责为：
    1.实验信息化管理系统开发；
    2.实验设备的智能控制开发。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10066，
13430360447
联系邮箱：wuyongbo@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理六栋
404

https://physi
cs.scnu.edu.c
n/

    第一阶段：专业技能测试
    专业技能测试主要采用试讲及实操的考试方式，主要
测试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仪器操作动手能力。专业技能
测试成绩按100分计算（试讲及操作各占50分），60分以
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成绩合格者中，
按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专业
技能测试成绩
×40%+综合考核
成绩×60%，计算
出应聘人员的综
合成绩，成绩计
算到小数点后2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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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华南先进光电
子研究院

2022YPZXG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
A0805
A0703

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1.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新型显示技术研究工作，要求如
下：
    1.具备良好的化学工程与技术或材料科学与工程
、显示器件相关领域研发经验；
    2.能够熟练使用各类化学、材料等相关的表征、
分析、检测仪器;
    3.具有2年以上实验室管理或科研平台管理工作经
历；
    4.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大学英语六级
考试（CET-6）成绩425分以上或取得大学英语六级合
格以上证书。
    5.有国外留学、交换或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10068
联系邮箱：zhouying@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华南先
进光电子研究院

http://aoe.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9
脑科学与康复
医学研究院

2022YPZNK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心理学
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

A0402
A10

A0831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磁共振成像设备等大型仪器设备
的技术管理及培训工作，以及脑科学相关科学研究工
作。要求如下：
    1.以第一作者发表过SCI论文者优先考虑；
    2.具有博士学位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向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2189，
18924028226
联系邮箱：nky001@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脑科学与
康复医学研究院

http://ibrr.s
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10
量子物质研究

院
2022YPZNF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A0702
A0812
A0835
A0809
A0810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计算中心运行维护及高性能计算
技术支持工作，要求如下：
    1.熟悉Linux操作系统管理，熟练掌握Shell脚本
编程；
    2.熟悉计算中心的架构，具备服务器硬件、网络
和存储系统等的基础知识；
    3.具有一定的编程能力，至少掌握Fortran、
C/C++、Java、Python、Perl其中任意一种编程语言；
    4.具有科学计算、高性能计算、并行计算使用经
验，熟悉PBS、SLURM等作业管理系统者优先。

联系人：汪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37116，
15879739782
联系邮箱：wmmiqmoffice@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理8栋
217室

http://iqm.sc
nu.edu.cn/

    第一阶段：专业技能测试
    专业技能测试分为笔试和上机实操两部分。笔试采取
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聘人员的专业
知识和综合能力。上机实操考试，主要测试应聘人员实际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业技能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其中笔试60分，上
机实操4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
。在成绩合格者中，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
数的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
数进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综
合成绩＝专业技
能测试成绩
×40%+综合考核
成绩×60%，计算
出应聘人员的综
合成绩，成绩计
算到小数点后2位
。

11 教师教育学部 2022YPZJJ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教育学
心理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师发展与管理

A0401
A0402
A120403

*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教师教育质量监测平台及师范类
专业认证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平台数据分析、挖掘、
安全管理及数据应用服务基础教育、教师教育等工作
。要求如下： 
    1.具备参与教师教育相关项目工作或实践经历的
能力；                                   
    2.具有大型教育类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数据分
析、数据安全保障等相关工作经验；
    3.熟悉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了解常见数据安全
风险、数据保护技术；                             
    4.具备良好的逻辑分析、数据分析、内外部沟通
协调及公文写作等能力；                                  
    5.具有所列学科（专业）交叉学科背景者优先考
虑。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7737
联系邮箱：jsjyxb@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教师教育
学部

http://cte.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12 教师教育学部 2022YPZJJ12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教育学
心理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师发展与管理

A0401
A0402
A120403

*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教育平台系统数据应用服务基础
教育、教师教育，以及师范生、教育硕士教育教学技
能测评、分析、指导等工作。要求如下：
    1.具备参与教师教育相关项目工作或实践经历的
能力；                                   
    2.具有学生管理工作经验；                           
    3.具有大型教育类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等
相关工作经验；                              
    4.具备良好的逻辑分析、数据分析、内外部沟通
协调及公文写作等能力；                                  
    5.具有所列学科（专业）交叉学科背景者优先考
虑。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7737
联系邮箱：jsjyxb@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教师教育
学部

http://cte.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13 工学部 2022YPZGX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A0812
A083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下专业技
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实验室建设、运维、管理、辅助
教学等工作，要求如下：
     1.具有实验室或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工作经验；
     2.熟悉个人电脑、服务器、计算机网络等硬件的
运维和管理；
     3.具备项目管理和一定的系统分析开发能力，能
够指导学生参与系统开发工作；
     4.具备组织和指导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参与创新
创业项目和学科竞赛的能力。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电话：0757-86636957
联系邮箱：20200736@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工学部

http://gxb.sc
nu.edu.cn/

    第一阶段：专业技能测试
    用人单位组成专业技能测试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专
业技能测试。专业技能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
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者不能进
入综合考核。在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合格者中，按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
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专业
技能测试成绩
×40%+综合考核
成绩×60%”计算
出应聘人员的综
合成绩，成绩计
算到小数点后2位
。

14 工学部 2022YPZGX12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理学

A0812
A0809
A0810
A070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下专业技
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实验室建设、运维、管理、辅助
教学等工作，要求如下：
     1.具备实验室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能力；
     2.具备实验课程的教学与管理能力；
     3.具备实验室管理平台运维与开发能力；
     4.具备指导本科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和学科竞赛
的能力。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电话：0757-86636957
联系邮箱：20200736@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工学部

http://gxb.sc
nu.edu.cn/

    第一阶段：专业技能测试
    用人单位组成专业技能测试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专
业技能测试。专业技能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
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者不能进
入综合考核。在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合格者中，按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
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专业
技能测试成绩
×40%+综合考核
成绩×60%”计算
出应聘人员的综
合成绩，成绩计
算到小数点后2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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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招聘人数
本科阶段学科或专业

名称
本科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研究生阶段学科或专业名称

研究生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要求 岗位简介及其它要求 联系方式 单位官网 考核方式 成绩计算方法

15 工学部 2022YPZGX13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地理学 A070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下专业技
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实验室建设、运维、管理、辅助
教学等工作，要求如下：
    1.具备承担地理信息、遥感、导航定位等教学科
研平台、实验室及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的能
力；
    2.具备指导学生课程实验、实习等工作的能力。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电话：0757-86636957
联系邮箱：20200736@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工学部

http://gxb.sc
nu.edu.cn/

    第一阶段：专业技能测试
    用人单位组成专业技能测试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专
业技能测试。专业技能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
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者不能进
入综合考核。在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合格者中，按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
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专业
技能测试成绩
×40%+综合考核
成绩×60%”计算
出应聘人员的综
合成绩，成绩计
算到小数点后2位
。

16 网络中心 2022YPZWL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统计学
数学

A0812
A0835
A0810
A020208
A0701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5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数据治理、数据分析和数据服务工
作，要求如下：
   1.熟悉主流数据库，熟练使用SQL语言和数据挖掘
技术；
   2.具有大数据理论和技术基础，具备快速学习新技
术能力；
   3.掌握数据分析统计工具，掌握数据展示BI工具；
   4.有较好的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和结果可视化能力；
   5.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有工作热情和
责任感，有独立工作和承受压力的能力。 

联系人：段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519，
18620825855
联系邮箱：duanly@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网络中心

http://nc.scn
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17 网络中心 2022YPZWL12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A0812
A0810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5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网络系统规划设计管理工作，要
求如下：
    1.熟悉大型网络组网技术，熟悉配合网络路由器
、交换机、无线AP、防火墙、服务器等设备；
    2.非应届毕业生要求具有信息化工程类项目实施
经验，有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系统等相关工
作的从业经历；
    3.具备机房设备、安防和配电系统运行管理能力
者优先；
    4.具有软考网络工程师、华为/华三/锐捷认证工
程师等证书者优先；
    5.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联系人：段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519，
18620825855
联系邮箱：duanly@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网络中心

http://nc.scn
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18 分析测试中心 2022YPZFX11
辅系列专业
技术岗

2 不限 不限

物理学
化学

地球物理学
生物学
光学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物与医药

药学
中药学

A0702
A0703
A0708
A0710
A0803
A0804
A0805
A0809
A0817
A0830
A0845
A1007
A1008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XRD、色谱、质谱、核磁、XPS、
ICP、红外等仪器操作以及化学实验室的管理和维护工
作。要求如下：
    1.具有大中型精密设备的管理、操作和维护经验
者优先考虑；
    2.具有仪器分析等相关专业基础的人员优先考虑
。

联系人：陈老师、车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10316，
18998315321，13422364833
联系邮箱：hxfx@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分析测
试中心

http://atc.sc
nu.edu.cn/ins
trmg/Web/inde
x.html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3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19 图书馆 2022YPZTS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A120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图书馆数据统计分析等相关专业
技术工作，要求如下：
    1.负责图书馆各项数据统计与分析工作，包括图
书馆业务数据、读者数据和其他数据的梳理，提出数
据分析的用途，撰写分析报告等；
    2.负责读者咨询和新媒体宣传工作，包括组织图
书馆网站读者留言及校长信箱留言回复，参与图书馆
视频的制作，图书馆新媒体平台页面设计与内容制作
等； 
    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联系人：景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400-821，
13580537620
联系邮箱：libbgs@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图书馆

https://lib.s
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20 图书馆 2022YPZTS12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学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
学）

中国古代史

A050103
A050104
A050105
A060104
A060106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要求如下：
    1.负责馆藏古旧文献管理、整理及开发利用工
作；
    2.负责馆藏古旧文献的宣传、推介和读者培训；
    3.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有文案策划能力；
    4.文献学、文字学或训诂学研究方向者优先，需
提供毕业论文相关信息作为佐证材料；
    5.有本岗位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景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400-821，
13580537620
联系邮箱：libbgs@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图书馆

https://lib.s
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21
采购与招投标

中心
2022YPZCZ11 教学辅助 1

经济学类
财政学类
计算机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类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B0201
B0202
B0809
B1201
B1205
B1206

应用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A0202
A0812
A1201
A120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为采购业务岗，岗位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与
采购相关的档案及信息化管理、进口货物的外贸业务
、采购管理系统维护等。要求如下：
　  非应届毕业生须具备1年以上采购相关工作经历。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732，
15626455094
联系邮箱：cgzx@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采购与招
投标中心

http://cgzx.s
cnu.edu.cn/ga
teway.do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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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招聘人数
本科阶段学科或专业

名称
本科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研究生阶段学科或专业名称

研究生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要求 岗位简介及其它要求 联系方式 单位官网 考核方式 成绩计算方法

22 校医院 2022YPZXY11 教学辅助 1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类
B1007 不限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学位

1.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要求如下：
    1.取得医师资格证； 
    2.具有公共卫生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
格； 
    3.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二甲以上医院感控管理工作经历或传染
病科工作经历；                         
   （2）具有疾控部门公共卫生工作经历；                                 
   （3）具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工作经历且
取得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综合考核。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
进行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考核、面试。综合考核
成绩满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8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3 校医院 2022YPZXY12 教学辅助 1 护理学类 B1005 不限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学位
1.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护理管理工作，要求如下：
    1.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2.具有主管护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3.具有护士长工作经历，且有2年以上二甲以上医
院护理工作经历；            
    4.有院感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综合考核。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
进行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考核、面试。综合考核
成绩满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8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4 校医院 2022YPZXY13 教学辅助 1 临床医学类 B1003
内科学

 全科医学
A100201

*
本科以上学历学位

1.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全科医疗工作，要求如下：
    1.取得医师资格证；
    2.取得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综合考核。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
进行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考核、面试。综合考核
成绩满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8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5 校医院 2022YPZXY14 教学辅助 1 临床医学类 B1003
内科学 
全科医学   
老年医学

A100201
*

A100203
本科以上学历学位

1.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全科医疗工作，要求如下：
    1.取得医师资格证；                 
    2.具有2年以上二甲以上医院全科、内科工作经
历；                              
    3.具有老年医学从业经历者优先。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综合考核。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
进行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考核、面试。综合考核
成绩满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8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6 校医院 2022YPZXY15 教学辅助 1 临床医学类 B1003 不限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学位
1.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眼科医疗工作，要求如下：
    1.取得医师资格证；
    2.具有2年以上二级以上医院眼科工作经历。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综合考核。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
进行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考核、面试。综合考核
成绩满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8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7 校医院 2022YPZXY16 教学辅助 1
临床医学类
中西医结合类
中医学类

B1003
B1009
B1008

不限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学位
1.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康复医疗工作，要求如下：                             
    1.取得医师资格证；
    2.具有2年以上二级以上医院康复相关科室工作经
历。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综合考核。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
进行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考核、面试。综合考核
成绩满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综合考核成
绩满分为100分，
8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
小数点后2位，未
达到合格的不予
聘用。

28 校医院 2022YPZXY17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财政学（含∶ 税收学）
金融学（含∶ 保险学）

国际贸易学
金融硕士（专业硕士）
税务硕士（专业硕士）
审计硕士（专业硕士）

会计学
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
会计硕士（专业硕士）

A020203
A020204
A020206
A020212
A020214
A020218
A120201
A120202
A120206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财务报销
等工作，要求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185，
13459180392
联系邮箱：huashixyy@163.com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校医院

http://module
.scnu.edu.cn/
index/hospita
l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30%+综合
考核成绩×7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29

党委宣传部、
党委统战部、
新闻中心（合

署）

2022YPZXC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哲学 
法学 
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历史学 

教育技术学 

A0101
A03
A04

A0501
A0503
A0601
A040110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学校新闻宣传、新媒体运维和学
生记者管理工作，要求如下：
    1.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写作能力；
    2.熟练掌握新闻采编技能和新媒体运营技能；
    3.熟练掌握摄影技术和影音视频制作技术；
    4.非应届毕业生应具有一年以上新闻单位或新媒
体平台工作经历。 

联系人：史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6422，
13711605386
联系邮箱：hsxcbzhk@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楼
527

http://rsc.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第 4 页，共 5 页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module.scnu.edu.cn/index/hospital
http://rsc.scnu.edu.cn/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招聘人数
本科阶段学科或专业

名称
本科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研究生阶段学科或专业名称

研究生阶段
学科或专业代码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要求 岗位简介及其它要求 联系方式 单位官网 考核方式 成绩计算方法

30

党委学生工作
部、学生工作
处、人民武装
部（合署）

2022YPZXS11 教学辅助 2 不限 不限
心理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A0402
A100205

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1.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2.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求
如下：
    1.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咨询辅导、教学培训、心
理测试、危机干预、组织宣传、科学研究等工作 ；
    2.所学专业为临床心理或具有中国心理学会临床
心理注册系统的注册心理师或注册助理心理师资格证
书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侯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5801
联系邮箱：xgbzhk@m.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楼
318室

http://xsb.sc
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31 发展规划处 2022YPZFZ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教育学 A0401 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不超过35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高教研究工作。
    一、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1.分析研判国（境）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高
校改革发展动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为学校决
策提供综合参谋意见与决策参考；
    2. 协助开展学校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
与方案编制工作；
    3.组织开展校情数据分析与标杆对比研究，为学
校改革与发展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报告；
    4. 研究、制定和执行学校学科建设专项规划。
    二、要求如下：
    1.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2.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
    3.具有较强的工作韧性。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7529，
15622230586
联系邮箱：fzghb@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楼
308室

http://fzghb.
s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32 财务处 2022YPZCW11 教学辅助 3 不限 不限

财政学（含∶ 税收学）
金融学（含∶ 保险学）

国际贸易学
金融硕士（专业硕士）
税务硕士（专业硕士）
审计硕士（专业硕士）

会计学
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
会计硕士（专业硕士）

A020203
A020204
A020206
A020212
A020214
A020218
A120201
A120202
A120206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财务报销
等工作，要求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联系人：申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308
联系邮箱：hscw01@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楼
105

https://hscw.
s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30%+综合
考核成绩×7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33 财务处 2022YPZCW12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硕士

计算机技术硕士
软件工程硕士
人工智能硕士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网络与信息安全硕士

A0812
A0835
A0839
A084001
A084004
A084005
A084010
A084011
A08401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财务信息化管理工作，包括财务
信息系统日常管理运维、智能财务建设开发等工作。

联系人：申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1308
联系邮箱：hscw01@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办公
楼105

https://hscw.
s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30%+综合
考核成绩×7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34
国有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

2022YPZZC11 教学辅助 1 经济学 B02

会计学
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
会计硕士（专业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120201
A120202
A120206
A12020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经营性资产运营规划、企业经营
目标设定与考核、企业会计核算等工作，要求如下：
    1.具有对应专业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
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2.具有1年以上资产管理、企业运营或财务管理工
作经历；
    3.具有良好的战略规划能力，具备扎实的经济、
投融资理论基础；具有良好的财务分析、逻辑分析能
力和文字综合能力，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4.修读过法律类课程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柳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5162，
13751879468
联系邮箱：gzczhk@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办公
楼5楼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http://amd.sc
nu.edu.cn/sfw
_cms/e?page=c
ms.index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35
国有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

2022YPZZC12 教学辅助 1 经济学 B02

金融学、
金融硕士（专业硕士）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硕士）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硕士）
审计硕士（专业硕士）

会计学
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 ）
会计硕士（专业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020204
A020212
A020213
A020217
A020218
A120201
A120202
A120206
A12020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资产清查、评估、资产数据核对
与报表编制工作，要求如下：
    1.具有1年以上行政单位或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工作
经历；
    2.熟悉事业单位资产法规政策，具有系统全面的
财务和资产管理专业知识；
    3.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
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4.修读过法律类课程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柳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5162，
13751879468
联系邮箱：gzczhk@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办公
楼5楼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http://amd.sc
nu.edu.cn/sfw
_cms/e?page=c
ms.index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5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考
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
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36 审计处 2022YPZSJ11 教学辅助 1 不限 不限

应用经济学
软件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A0202
A0835
A1201
A120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

1.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
2.博士研究生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超过35周
岁；
3.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不超过40周岁。

    该岗位主要从事综合审计（含信息系统审计）及
审计信息系统运维工作。

联系人：魏老师
联系电话：020-85215063，
13711762620
联系邮箱：sjc02@scnu.edu.cn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楼
423

http://shenji
.scnu.edu.cn/

    第一阶段：笔试
    笔试采取固定考场闭卷限时的考试方式，主要测试应
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笔试成绩按100分计算，
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在笔试成绩
合格者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的
1:10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不足比例按实际人数进
入。
    第二阶段：综合考核
    用人单位组成综合考核小组，对进入综合考核人员进
行综合考核。综合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
格，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未达到合格的不予聘用。

    按照公式：
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40%+综合
考核成绩×60%，
计算出应聘人员
的综合成绩，成
绩计算到小数点
后2位。

说明: 1.本表中的学科代码和专业代码参照《广东省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目录》填写；
     2.标“*”的专业在《广东省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中未列出，应聘人员可参考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4月更新）》和《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中学科专业目录选择报考相应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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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nji.scnu.edu.cn/
http://xsb.scnu.edu.cn/
https://hscw.scnu.edu.cn/
https://hscw.scnu.edu.cn/
http://fzghb.scnu.edu.cn/
http://amd.scnu.edu.cn/sfw_cms/e?page=cms.index
http://amd.scnu.edu.cn/sfw_cms/e?page=cms.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