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 岗位名称 岗位简介及要求 招聘类别
招聘人

数
最低工作

年限
政治面貌

年龄上
限

学历要求 学位要求 学科、专业要求 招聘联系人、联系方式及邮箱

校长办公室 管理岗 从事综合性事务工作、相关文字工作、服务保障任务。 管理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姚老师 021-67791100
yaoyuan@sues.edu.cn

保卫部（处） 一般专技

1、负责安防监控系统管理和应用；
2、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管理、维护，并能安防工程集成与施工监督、安防
设备使用与维护；
3、中共党员，计算机相关专业，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35
大学本科毕
业及以上

硕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安
全生产等相关专业优
先

金老师 021-67791106
zhaopinbwc@sues.edu.cn

一般专技

1、负责日常报销单审核制单工作；
2、负责学生奖助学金核算与记账工作；
3、负责学校工资及各类津贴的发放、社保金、公积金核算和申报、记账工
作。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会计、财务管理、金
融、经济等相关专业

一般专技
1、负责现金（非现金）支付工作；
2、负责银行账户维护与管理；
3、负责银行对账工作。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会计、财务管理、金
融、经济等相关专业

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

一般专技

1.岗位简介：（1）协助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2）协助开展国际合作项
目的开发，对外联络沟通;（3）负责国际合作项目的落实及沟通协调；
（3）国际合作项目宣传及推介；（4）负责国际合作项目质量评价和绩效
评估。（5）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岗位要求：（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操守，为人诚信，爱国敬
业；（2）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国外留学经历优先；（3）英语专业八级
或相当水平优先，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组织协调能力，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或硕士专业为语
言类专业或具有海外
留学经历

肖老师 021-67791263
international@sues.edu.cn

基建处 一般专技
参与新改扩建项目申报、预算申报实施、施工管理及学校修缮改造等工作
。
要求有土木工程、工程管理行业相关知识。2021届应届毕业生。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3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工程管理、工程经济
、土木工程

樊老师  021-67791070
jjc01@sues.edu.cn

财务处
陈老师 021-67791199
zhaopincwc@sues.edu.cn



信息化
办公室

一般专技

一、岗位简介
1、负责重要时间节点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与保障工作；
2、协助承担网络与信息安全规划、安全制度建设、应急预案修订与演练等；
3、负责对二级单位的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进行督查、协助；
4、配合上级安全部门进行安全检查、协查等其他网络与信息安全任务；
5、协助制定安全策略并辅助实施；
二、招聘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全日制硕士以上学历（学位）；
2、精通网络结构及网络设备，以及各种网络安全技术。获得Security 、CISP、
CISM安全认证者优先考虑；
3、熟悉各种网络协议，了解路由器、防火墙及防病毒软件；
4、熟练应用安全漏洞验证技能进行安全漏洞挖掘、分析，防护等;
5、能够通过脚本编程进行网络安全的漏洞修复和预防工作;能使用防攻击、防木马
等网络防护软件及设备;
6、熟悉数据备份及恢复技术，熟悉主流的安全工具;
7、熟悉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8、工作认真努力、作风稳重、热情待人、有服务意识；
9、独立工作能力强，有责任感、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10、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1、年龄35周岁以下。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35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
周老师 021-67798369
knight@sues.edu.cn

档案馆 一般专技

岗位描述：对学校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利用，并开展档案编研及校史资料征
集、整理工作。
要求：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熟悉档案管理流程，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胜
任档案编研工作。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3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档案学
吕老师 021-67657808
daisylvhua@163.com

一般专技 具有执业医师执业资格证和执业证，有一定临床工作经历，年龄30-45岁。 专业技术岗位 2 不限 不限 45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内科、外科、全科

一般专技 具有执业护士资格，具有从事临床工作经历，年龄25-40岁。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大学本科毕
业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临床护理

学生工作部
（处）、研究生

工作部
一般专技

1、 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甘于奉献，潜心育人，具有强烈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
2、 具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宽口径知识储备，熟悉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
理论、知识和方法，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和知识，了解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了解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3、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教育引导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具备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的能力。。
4、 具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遵纪守法，为人正直，作风正派，
廉洁自律。曾担任过学校、院系学生干部者优先。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35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李老师 021-67791022
gcdxsc@163.com

后勤实业发展中
心

付老师 021-37667436
970822686@qq.com



学生工作部
（处）、研究生

工作部
辅导员

1、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2、 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甘于奉献，潜心育人，具有强烈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
3、 具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宽口径知识储备，熟悉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
理论、知识和方法，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和知识，了解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了解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4、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教育引导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具备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的能力。。
5、 具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遵纪守法，为人正直，作风正派，
廉洁自律。曾担任过学校、院系学生干部者优先。

专业技术岗位 10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硕士毕
业生年
龄原则
上不超
过28周
岁，博
士毕业
生或具
备高校
学生工
作经历
的人
员，年
龄原则
上不超
过35周
岁。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李老师 021-67791022
gcdxsc@163.com

未来智能研究中
心

教辅岗

未来智能研究中心由国家级人才方志军教授(院长)牵头成立，重点关注多
行业、多学科、多模态数据的感知智能以及认知智能技术，并服务于智能
安防、智能制造以及智慧医疗等行业，实现传统行业的智能感知、认知、
决策的闭环优化。近年来，团队承接了科技部重大专项，基金委重点项目
多项。现诚邀优秀硕士加盟，岗位职责包括：
1. 对接企业的应用需求，完成产学研项目的开发及落地应用。
2. 协助参与团队的产品研发工作。
3. 协助参与研究中心的日常管理 工作。
招聘条件包括：
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过论文；
2. 有较强的代码开发能力，熟悉C/C++/JAVA/Python，有项目框架设计及
开发的能力，熟悉常见的深度学习开发平台，有企业开发项目经验者优
先；
3. 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人
工智能，特别是计算
机视觉、大数据等研
究方向优先

向老师 021-67791125
1378126671@qq.com

数据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管理岗 处理行政事务，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 管理岗位 1 3 不限 3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专业不限
向老师 021-67791125
1378126671@qq.com

管理岗
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和奉献精
神，有较强的文字功底，组织协调能力强。

管理岗位 1 不限 不限 3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经管类专业

教辅岗 负责实验室的建设、管理、服务工作，熟悉各类计算机软件的应用。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3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类、信管类

艺术设计学院 教辅岗 设计学专业。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不限 40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设计学专业
程老师 021-67792358
84716471@qq.com

管理学院
刘老师 021-67791425
zhaopinglxy@sues.edu.cn



纺织服装学院 教辅岗 思想积极上进，有责任心，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强。 专业技术岗位 1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35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高分子材料及环境
工程、服装设计与工
程、计算机工程等相
关专业；有博士学位
和海外经历者优先考
虑

张老师 021-67791427
zhangyun_jessie@sina.com

数理与统计学院 管理岗 从事学院党政办公室相关工作。 管理岗位 1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35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文学或管理
学等

严老师 021-67791428
yanxc@sues.edu.cn

外国语学院 管理岗 从事学院党政办公室相关工作。 管理岗位 1 不限
中国共产
党党员

35 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及以上
外国语言类相关专业
或计算机相关专业优
先考虑

杨老师 18930071689
李老师 13167276339
ikecath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