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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招引博士入职岗位需求表 
序号 引才单位 单位性质 岗位类别及需求专业 岗位编号 岗位待遇 需求人数 

1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腐蚀与防护、高分子材料、材

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材料化学） 
博士 101 面议 6 

2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能源化工、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发酵工程、生物学、药物化学、药剂

学、中药学） 

博士 102 面议 20 

3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物理化学、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博士 103 面议 12 

4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工程、

工程力学、固体力学、结构工程、流体力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车辆工程、焊接技术与工

程、工业设计及相关专业） 

博士 104 面议 14 

5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物理学、电子信息类） 博士 105 面议 12 

6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生物医学工程、电气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路与系统、电磁场

与电磁波等）、数学等专业） 

博士 106 面议 13 

7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统计学、应用统计学、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计算数学） 

博士 107 面议 13 

8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生物工程及生物学、微生物学、

农学、农业工程、酿酒工程及发酵工程、酿

酒、机械及控制、轻化工程及制浆造纸专业、

博士 108 面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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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科学与工程、纤维素材料、环境、林

学、化学化工、食品科学与工程及食品、农

学、食品机械、食品质量与安全及食品、化

学、医学、药学） 

9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音乐、教育学、心理学） 博士 109 面议 5 

10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计算机应用） 
博士 110 面议 6 

11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土木工程、道路工程或桥梁工

程、市政工程） 
博士 111 面议 7 

12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会计学、人力资源） 
博士 112 面议 15 

13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学及新

闻学、传播学、中国史、世界史等） 
博士 113 面议 11 

14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艺术学、文艺学、美术学、民

俗学、人类学、设计学、建筑学等） 
博士 114 面议 6 

15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音乐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115 面议 1 

16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英语、日语、西班牙语） 博士 116 面议 5 

17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体育人文、体育学及相关专业） 博士 117 面议 4 

18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法学、公共管理、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等） 
博士 118 面议 11 

19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

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国史、中共党史等） 

博士 119 面议 7 

20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旅游

管理、农村区域发展、农业经济管理、投资

学、金融学等） 

博士 120 面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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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中国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含

历史文献学）） 
博士 121 面议 2 

22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等院校 
教学教研岗（化学工程（学报编辑出版中心

编辑岗位）） 
博士 122 面议 1 

23 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医疗机构 专业技术岗（精神医学专业） 博士 123 25-50万/年 3 

24 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医疗机构 专业技术岗（老年医学专业） 博士 124 25-50万/年 3 

25 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医疗机构 专业技术岗（医学影像专业） 博士 125 25-50万/年 1 

26 
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企业 科研开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 博士 126 10-20万/年 1 

27 浙江大学自贡创新中心 科研院所 科研管理（理工科相关专业） 博士 127 12-25万/年 1 

28 浙江大学自贡创新中心 科研院所 

机电中心（控制理论、自动化、工业机器人、

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热能工程、电子信

息、材料、力学、环境工程等工科类相关专

业） 

博士 128 12-20万/年 9 

29 
自贡市沿滩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经济类相关专业） 博士 129 

参照事业单位相应岗位级

别工资标准 
1 

30 
自贡市沿滩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化工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0 

参照事业单位相应岗位级

别工资标准 
1 

31 
自贡市沿滩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食品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1 

参照事业单位相应岗位级

别工资标准 
1 

32 
自贡市沿滩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规划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2 

参照事业单位相应岗位级

别工资标准 
1 

33 
自贡市沿滩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环境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3 

参照事业单位相应岗位级

别工资标准 
1 

34 富顺县公安局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城市交通规划组织） 博士 134 根据具体方案确定 1 

35 
富顺县国土空间规划信

息服务指导中心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规划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5 

按事业单位相关工资福利

待遇执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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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富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工程造价专业） 博士 136 

按事业单位相关工资福利

待遇执行 
1 

37 富顺县长滩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酒业发展规划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7 
按事业单位相关工资福利

待遇执行 
1 

38 富顺县长滩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农产品深加工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8 
按事业单位相关工资福利

待遇执行 
1 

39 
自贡晨光科技园区管委

会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化工类、规划类相关专业） 博士 139 

按事业单位相关工资福利

执行 
1 

40 
富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政府机构 专业技术岗位（建筑学专业） 博士 140 

按事业单位相关工资福利

待遇执行 
1 

41 
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建筑设计岗位（建筑学） 博士 141 20-30万/年 2 

42 
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结构设计岗位（土木工程） 博士 142 18-20万/年 2 

43 
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规划设计岗位（国土空间规划） 博士 143 18-28万/年 2 

44 
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市政道桥设计岗位（市政道路桥梁） 博士 144 25-30万/年 2 

45 
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勘察设计岗位（岩土工程） 博士 145 15-20万/年 2 

46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高等院校 

科研带头人岗位（基础医学类、临床医学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

结合类、康复医学类、药学类、中药学、护

理学类、思政类） 

博士 146 

事业单位工资、五险两金、

博士津贴、科研启动基金、

安家费 

8 

47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医疗机构 临床医技岗（临床医学各专业） 博士 147 20-30万/年 2 

48 自贡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十级（土木工程） 博士 148 10万/年 1 

49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疗机构 临床医学类（超声、影像、护理、检验等）， 博士 149 35周岁以下，给予最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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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类、口腔、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50万元的安家费和科研

启动基金，实行考核招聘

事业单位编制 

50 
自贡高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融资管理(金融经济类) 博士 150 

全年收入不低于 12万元/

年 
2 

51 
自贡高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投资管理(投资类) 博士 151 

全年收入不低于 12万元/

年 
2 

52 
自贡高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法务管理(法律、法学类) 博士 152 

全年收入不低于 12万元/

年 
2 

53 
自贡市高端人才服务中

心 
事业单位 

管理岗(管理七级，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及

相关专业) 
博士 153 

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年龄

35岁以下，综合素质较

高，有较强的政策理论水

平和文字写作、语言表达、

沟通协调能力 

1 

 小计     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