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招聘启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因学科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欢迎各类优秀人才前来应聘。 

一、高层次引进人才 

招聘院系 需 求人 数 岗 位代 码 学科/专业名称 年龄要求 职称、学位要求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1 01 企业管理 

45 周岁以下 

正高级，知名学者，科研成果丰富 

1 02 技术经济及管理 正高级，知名学者，科研成果丰富 

1 03 公共关系 正高级，知名学者，科研成果丰富 

MBA 教育中心 2 04 工商管理 45 周岁以下 正高级，知名学者，科研成果丰富 

俄语系 1 05 翻译学 45 周岁以下 
正高级、博导，承担过国家社科项目，

本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国际教育学院 1 06 商务英语 45 周岁以下 学科带头人 



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

研究院 
1 07 政治学 45 周岁以下 学科带头人 

语言研究院 

2 08 
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45 周岁以下 

需求分向：句法学，形式语义学，心理

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正高级，知名学者，科研成果丰富 

2 09 
语言战略与语言

政策学 
45 周岁以下 

需求方向：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语

言规划，话语分析，语言教育 

正高级，知名学者，科研成果丰富 

中东研究所 1 10 中东研究 45 周岁以下 
正高级，有中东研究基础，并已取得

较丰富的科研成果 

欧盟研究中心 1 11 欧盟研究 45 周岁以下 正高级、博士研究生 

1、应聘我校高层次引进人才的人员，请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登记表》，发送到下述邮箱，并在邮件主题上

注明所应聘岗位的岗位代码：renshi@shisu.edu.cn 

2、高层次人才的相关要求和待遇请查阅《关于引进高层次引进人才的暂行办法》。 

二、教学、科研一线教师 

mailto:renshi@shisu.edu.cn%EF%BC%8C%E5%B9%B6%E5%9C%A8%E9%82%AE%E4%BB%B6%E4%B8%BB%E9%A2%98%E4%B8%8A%E6%B3%A8%E6%98%8E%E6%89%80%E5%BA%94%E8%81%98%E7%9A%84%E5%B2%97%E4%BD%8D%E7%9A%84%E5%B2%97%E4%BD%8D%E4%BB%A3%E7%A0%81%EF%BC%9B
mailto:renshi@shisu.edu.cn%EF%BC%8C%E5%B9%B6%E5%9C%A8%E9%82%AE%E4%BB%B6%E4%B8%BB%E9%A2%98%E4%B8%8A%E6%B3%A8%E6%98%8E%E6%89%80%E5%BA%94%E8%81%98%E7%9A%84%E5%B2%97%E4%BD%8D%E7%9A%84%E5%B2%97%E4%BD%8D%E4%BB%A3%E7%A0%81%EF%BC%9B


招聘院系 岗 位名 称 岗位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需求人数 职称、学位要求 

英语学院 师资博士后 

20 翻译理论与实践 2 
博士研究生，具有口译实践和教学

经验者优先 

21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

究 
1 

海外优秀博士，具有较高中英文修

养 

法学院 师资博士后 

22 
法学（国际法、经济

法） 
2 海外优秀博士优先 

23 英语（语言学方向） 1 海外优秀博士 

24 国际政治或比较政治 1 博士研究生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师资博士后 

25 国际贸易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优秀博士 

26 金融学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优秀博士 

专任教师 

27 统计学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优秀博士 

28 会计学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优秀博士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29 企业管理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著名高校博士 



30 技术经济及管理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著名高校博士 

师资博士后 31 公共关系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著名高校博士 

MBA 教育中心 专任教师 32 工商管理 2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海内外著名高校博士 

俄语系 专任教师 33 匈牙利语 1 硕士研究生以上 

东方语学院 
师资博士后 

34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1 博士研究生 

35 韩语 1 博士研究生 

专任教师 36 印地语 1 海外硕士以上 

西方语系 

师资博士后 37 西班牙语 2 博士研究生 

专任教师 

38 意大利语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优秀硕士 

39 葡萄牙语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

优秀硕士 



德语系 师资博士后 40 德语语言文学 3 海外优秀博士 2，国内知名大学博 1 

法语系 师资博士后 41 法语语言文学 2 
海外优秀博士 1，国内知名大学博士

1 

高级翻译学院 
专任教师 42 

口译（英语 2，俄语 1，

法语 1） 
4 博士或优秀硕士研究生 

师资博士后 43 笔译与理论 4 博士研究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师资博士后 44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海外优秀博士 

专任教师 45 现当代文学 1 
博士研究生，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者优先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师资博士后 46 

日语语言文学、日本

经济、日本文化、日本

社会等方向 

3 海内外优秀博士 

新闻学院 专任教师 47 网络与新媒体 2 

具有新媒体从业经验的记者或编辑

或能从事网络新技术教学和媒体实

践的人士，具有较高职称或学历或

相关学术以及实践背景 

体育教学部 专任教师 48 体育教育学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国际关系与外交事

务研究院 
师资博士后 

49 
政治学（政治、政治文

化） 
1 海内外优秀博士 

50 国际金融（海外利益） 1 博士研究生 

语言研究院 师资博士后 

5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1 海内外优秀博士 

52 
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

学 
1 海内外优秀博士 

文学研究院 师资博士后 

53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

方向） 
1 

博士研究生 
54 中国古典文学 1 

55 圣经文学 1 

56 
俄、法、意、西、北欧

文学 
1 

中东研究所 师资博士后 57 中东研究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有

中东研究基础，并已取得较丰富的

科研成果，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英国研究中心 师资博士后 58 英国研究 1 博士研究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具



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在英国研

究方面有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年

龄不超过 40 周岁 

欧盟中心 师资博士后 59 欧盟研究 1 海外优秀博士优先 

三、其他专业技术及管理岗位 

2014 年度专职学生辅导员岗位招聘从兼职辅导员岗位人员中录用，其他专业技术及管理岗位招聘从 2013 年度实习生岗位人员中

录用。 

四、其他注意事项 

1、截止时间 

1）高层次引进人才和海外优秀博士暂不设截止日期。 

2）教学、科研一线教师（海外优秀博士除外）：2014 年 4 月 31 日截止。 

2、请应聘我校教学、科研一线教师的人员填写《应聘人员信息登记卡》，并附加自己的个人简历，发送到 renshi@shisu.edu.cn,并

必须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姓名、学校及所应聘岗位的岗位代码，未标明岗位代码的简历不予处理。 

3、为了提高处理效率，请应聘者不要提供书面简历，有利于我们及时归类，推荐给院系部门。 

附件一：《上海外国语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登记表》 

附件二：《应聘人员信息登记卡》 

附件三： 

上海外国语大学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 

（2013 年第七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http://news.shisu.edu.cn/FckHTML/NewsImages/2013/11/file/%E4%B8%8A%E6%B5%B7%E5%A4%96%E5%9B%BD%E8%AF%AD%E5%A4%A7%E5%AD%A6%E5%BC%95%E8%BF%9B%E9%AB%98%E5%B1%82%E6%AC%A1%E4%BA%BA%E6%89%8D%E6%83%85%E5%86%B5%E7%99%BB%E8%AE%B0%E8%A1%A8.doc
http://news.shisu.edu.cn/FckHTML/NewsImages/2013/11/file/%E5%BA%94%E8%81%98%E4%BA%BA%E5%91%98%E4%BF%A1%E6%81%AF%E7%99%BB%E8%AE%B0%E5%8D%A1.xls


 为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充实青年教师队伍，充分利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平台，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根据人事部、

全国博管会制定的《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及上海市教委有关会议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招收范围 

按照学校教师招聘计划，拟招聘的应届优秀博士毕业生或毕业不超过两年的往届优秀博士毕业生（除个别专业外），符合博士后进

站基本条件的，原则上全部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纳入学校师资博士后统一管理。 

本校博士毕业生原则上不能进入本校同一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二、招收条件 

师资博士后申请人必须符合博士后申请资格，同时达到高校教师聘用的基本要求。 

（一）获得海外著名大学或国内重点大学、重点学科（专业）博士学位（第一学历为海外著名大学或国内“985”院校的优先），

身体健康、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 

（二）在北图所列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2 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 1 篇发表在本学科 CSSCI 及以上期刊上。 

（三）品学兼优、作风正派，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四）具有较强的言语、文字表达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三、招收程序 

（一）各院系（部门）根据学科发展规划和空缺教学科研岗位情况，每年 6-7 月向人事处提交招聘计划，由人事处下达师资博士后

岗位招聘计划数，并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发布招聘信息。 

（二）师资博士后申请程序 

1、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师资博士后申请表》，提交个人简历、博士期间的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毕业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公章）、

主要论著、研究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就读学校院系出具的思想政治表现与业务素质的综合鉴定意见（各一式 4 份）。 

2、网上填写博士后申请表格，同时递交有关专家推荐信（2 封）、身份证复印件、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各一式 4



份）。 

3、在全国博士后管理信息网络系统申请注册，并打印有关材料提交人事处审核。 

4、由学科专家组织面试、试讲等，对应聘者的科研教学能力、学术水平和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察、遴选；面试和试讲结束后，

符合条件的，确定博士后合作导师、报主管校领导审批通过。 

5、签订工作协议前，师资博士后须到三甲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合格后，按照博士后人员办理进站手续，并签订《师资博士后工作

协议》，开始博士后研究和教学工作。 

四、管理方式 

（一）师资博士后纳入学校编制，由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所在院系（部门）共同管理。由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所在院系（部门）

和师资博士后三方签订工作协议，确定师资博士后的权利与义务、待遇及考核等内容。 

（二）师资博士后在站时间为 2 年，须按照相关规定由所在流动站及相关院系（部门）对其科研、教学等方面的工作表现进行考

核。 

（三）师资博士后 2 年内不能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而申请延长的，视为不符合师资博士后要求，学校将在其延长期起终止其师资

博士后培养和待遇，并将其划归学科博士后。延长期为一次半年，最多不超过 1 年。 

（四）师资博士后实行年度考核制。第一年为中期考核，第二年为出站考核。师资博士后年薪按月发放 80%（含工资性津贴及住

房补贴），对年度考核合格者一次性发放其余的 20%。 

（五）师资博士后出站考核合格后，按协议相关条款执行。出站考核不合格的师资博士后，如达到学科博士后出站要求，可以按

学科博士后出站。 

五、工作职责 

（一）按期完成在站期间所确定的科研工作量。工作量的标准可参照同学科专职科研人员工作量要求，并协助博士后合作导师指

导研究生。 



（二）履行教师岗位职责，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4-6 课时/周），并系统地旁听 2 门以上相关学科的主干课程。 

（三）在站期间完成学校规定的新进教师上岗前的各项培训和考试，并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六、考核办法 

师资博士后在站期间须参加中期和出站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教学科研能力、社会工作能力以及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考核标准按

照《师资博士后工作协议》执行。 

（一）中期考核 

由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组织相关学科校内外专家，对师资博士后教学科研工作进展情况、在站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发表论文、

出版著作、申请项目、获奖情况）等进行考核。 

中期考核为合格及以上者，学校按相关规定发放其余 20%年薪。 

中期考核不合格者，作退站处理。 

（二）出站考核 

出站前一个月，师资博士后将《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博士后出站考核表》以及《教学综合能力考核表》提交给合作导师，由

流动站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其教学能力、科研学术水平、新进教师上岗培训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在站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为各项考核等级的基本条件：同时满足下列条款第 1、2 条的，考核可为合格；同时满足下列条款第 1、

2、3 条的，考核可为良好；同时满足下列条款第 1、3、4 条的，考核可为优秀。 

（1）所在教学院系综合教学评价等级为良好及以上； 

（2）在北图所列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以上，其中至少有 2 篇发表在本学科 CSSCI 及以上期刊上或在国家级出版社独

立出版本学科的学术专著； 

（3）主持或完成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或项目； 

（4）在本学科 CSSCI 及以上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以上，或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以上。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其进站时签订的《师资博士后工作协议》、《博士研究工作报告》及其他综合情况，确定其考核等

级。 

考核优秀或良好的师资博士后，符合高校教师聘任基本要求并愿意留校的，可根据学校的实际需要和申请人的条件，在办理出站

手续后，安排其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正式办理入校手续。本人提出不在学校工作，可以另行择业。 

考核仅合格的师资博士后在正常出站后，原则上不考虑留校工作。 

考核不合格的师资博士后，如达到学科博士后出站要求，可按学科博士后出站；否则，予以退站处理。 

七、待遇津贴 

（一）师资博士后年薪为 12 万元/人，资助期 2 年（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其他工资性津贴、承担规定的教学科研工作量的

岗位津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博士后住房补贴等）。 

（二）师资博士后社会保险每年根据上海市相应主管部门公布的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相应调整。 

（三）师资博士后科研奖励 

学校对师资博士后发放科研奖励共 1-3 万，分两期发放。 

中期考核良好者，发放 5 千元，中期考核优秀者，发放 1 万元。 

出站考核为良好及以上，并留校工作，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后，给出站考核良好者发放 1 万元，出站考核优秀者，发放 2 万元。 

对于不留校工作的，给出站考核良好者发放 5 千元，出站考核优秀者发放 1 万元。 

八、其他 

（一）出站后留校的，进校时间从进站之日起计算。竞聘教师专业技术岗位时，在符合聘任规定条件下，博士后期间科研成果视

作任现职以来的科研成果。 

（二）凡中途退站、擅自离站的师资博士后，其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费用停止发放。 

（三）本办法中所涉年薪、科研奖励均为人民币，系税前金额，年薪含本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部分。 



（四）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