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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一站：英国寄宿学校”系
列活动日前在京启动，来自杜伦学校、
劳莱特学校等校的 10 位英国寄宿学校
负责人访华，并就英国寄宿学校的教育
体系等话题接受本报采访——

中国学生声望好

问：随着留学趋向低龄化，英国
寄宿学校近年来吸引不少中国学生就
读，如何评价这些学生的表现？

罗克波特学校校长威廉·乔治·
万斯：在英国寄宿学校学习的中国学
生专注学业，勤奋刻苦，表现出色，
声望非常好。以罗克波特学校为例，
国际留学生占比 7%，虽然占学校总体

学生人数的比例不高，但占罗克波特
升入大学学生的比例很高，其中中国
学生的表现很抢眼。

艾丽斯密尔学院副校长保罗·古
德：英国寄宿学校同中国留学生以及中
国家长的合作，可以说是互利双赢的模
式。具体而言，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提
高了艾丽斯密尔学院的名校入学率，也
提升了学校的声望。从学校的角度而
言，有些中国学生虽然在英国接受大学
前教育，但他们想入读英国之外比如美
国等国的大学，学校也会为这些学生提
供一些专门的学术准备。

劳莱特学校校长格雷厄姆·霍利：
为最大限度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劳
莱特学校采取小班授课的模式。在这
种模式下，中国学生可以通过努力学
习，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我们
发现，中国留学生有很好的学习精

神，他们通常能够在一个集体当中，
成为别的学生所学习的榜样。

注重全方位教育

问：英国寄宿学校提供的基础教
育同其他国家相比有哪些特点，中国
学生就读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

劳莱特学校校长格雷厄姆·霍利：
狭隘意义上的学业准备，不能为学生今
后遇到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只有全方
位的教育使得学生具备全面的素质和
能力，才能应对各种挑战。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英国寄宿学
校除了注重学业培养之外，十分注重
为学生今后的成长和生活打下基础。

对在英国寄宿学校就读的学生来说，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学习，同时也
有时间参加团队合作类的项目。这样
可以使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独立思
考、勤奋刚毅、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英国寄宿学校的核心优势
在于注重全方位教育、终身教育。

艾丽斯密尔学院副校长保罗·古
德：我们常用地球村来形容当今世
界，英语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在
英国寄宿学校进行学习，学生至少可
以掌握英语这门语言。

此 外 ， 正 如 劳 莱 特 学 校 校 长 所
言，英国寄宿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独立
思考、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而不仅
仅把落脚点放在学业上，因此会开展
很多旨在培养学生这方面能力的项
目，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世界水准的
学生。

英国寄宿学校访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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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工作人员介绍
英国留学情况。

学生家长向一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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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留学市场风向标的中国国际教育
展，日前在京拉开帷幕。连续举办15年的教育展
今年又有哪些新变化？就此，笔者在展会现场采访
了相关院校代表、学生家长和留学专家等。

关键词一 低龄

“孩子今年初二，想出国读书，啥时候出去
合适？”加拿大威尔士高中展台前，一对父母正
在为孩子咨询出国读高中的相关情况。

“我们有‘1 加 3’模式，适用于初三在读学
生，就是在中国学校初三读一年，在我们这里读
三年。”招生代表翻了翻手中的材料答道，“这是
我们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学生
升入加拿大著名大学的比例非常高。”

这是国际教育展 （北京） 上的一幕，而像这
对父母一样， 因希望孩子更加便利地升入国外
院校而选择让孩子低龄便出国读书的家长并不鲜
见。

一位打算送孩子去美国读高中的家长就告诉
笔者：“早点送孩子出去主要就是看重以后申请
大学更方便。而且孩子年纪小，适应当地的文
化、语言都比较快。”

也有家长表示，送孩子出国读高中是为了让
孩子能更全面地发展，“国内学校多注重孩子的
学习成绩，国外学校的课外活动多，孩子发展更
全面”。

而在参展的院校中，针对低龄留学的学校比
例也在逐年增加。英国教育展团继续推出英国寄
宿中学展示区，介绍英国寄宿中学的课程设置、
申请方法及入学建议，提供一站式赴英留学咨询
服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枫树岭教
育局 （第42学区） 则主打政府公立学校，其宣传
手册上就标明：可以招收中国小学一年级到高三
的学生。

“现在很多美国的私立高中都希望能招收更
多的中国学生，还推出了像家庭寄宿等便利国际
学生就读的方式。”Chegg教育集团全球副总裁鲍
勃·帕特森告诉笔者。

关键词二 理性

笔者在展会现场注意到，不时有家长边听学
校讲解，边认真记笔记，也有不少家长用流利的

英文与参展院校代表交流咨询，而在选择学校时
家长也会权衡很多因素。

一位准备明年送孩子去澳大利亚读书的家长
指着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攻略”告诉笔者，“送
孩子出去念高中主要还是想让他的英语能学得更
好，所以我们提前列好了几个备选的高中，今天
过来主要是看看学校国际生的比例。国际生太多
的话，天南海北，各种口音都有，指不定孩子学
什么味儿的英文。”

“好多家长都挺关心孩子的课外活动。”加拿
大威廉中学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因此学
校除了日常的学习，还会给学生安排周末出游和
课外活动，项目包括滑雪、游泳、网球、足球、
高尔夫、马术等。

除此之外，美国国际教育服务中心中国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也告诉笔者，今年家长比较重视毕
业生的去向，“检验一个学校培养模式是否成
功，很重要的就是看培养模式和大学培养模式是
否吻合。个别学生的成功并不能说明问题，更要
看的是大部分学生去了哪里，因此家长也都比较
看重学校毕业生的去向”。

关键词三 多元

数据显示，本届中国国际教育展，共有来自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逾40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600所海外院校参展。

新西兰作为今年教育展的主宾国，共有包括
中学、大学等在内的24所院校亮相。值得一提的
是，新西兰的“八大”国立学府齐聚北京，尚属
首次。

由近70所院校组成的英国展团，不仅包括高
等教育的知名学府，还包括预科学院、私立中学
和语言学校等；法国展区则汇聚了30家法国高等
教育机构，包括综合大学、工程师学校、高等商
学院等；德国展团中，除了“精英计划”下的精
英大学外，还有其他德国知名综合大学和应用科
学大学参加。

除传统的留学目的国之外，教育展上出现了
不少非热门留学目的国。比如，波兰有 16 所大
学参展；来自塞浦路斯的 4 所大学亮相北京；
捷克则集中推广布拉格 5 所顶级大学。此外，
拉美国家如秘鲁首次亮相北京，并有 5 所大学
参展。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琴：本院受理原告王伟东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要点：判令原、被告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九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你在本案
中的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十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嘉中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凤仪：本院受理原告傅启标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并定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下午 3：00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6964号
VELASQUEZ LADAETA，TITO OSCAR：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三十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2016
年3月10日9时15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七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斌：本院受理原告孙家静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国、刘跃国、刘卫国、刘可心：本院受
理原告刘计连、刘继周诉你们（2015）西民一初字第699号继承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
布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40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楠：原告谢鸿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西民一初字第 2018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变卖公告 宁波海事法院将于2015年11月13日至2016
年 1月 11日共 60天期限内在本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 95号天
和大厦西塔15楼）进行公开变卖活动。本次变卖分三阶段进行，现公告如
下：一、变卖时间 1、2015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22日为第一阶段，该
阶段的统一竞价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若本阶段变卖未成
交，则进入第二阶段变卖期。2、2015年11月23日至2016年1月1日为第二
阶段，该阶段的统一竞价时间为2015年1月4日14时30分；若本阶段变卖
仍未成交，则进入第三阶段变卖期。3、2016年1月5日至2016年1月11日
为第三阶段，该阶段的统一竞价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14时30分；若本阶
段变卖仍未成交，则本次变卖程序终结。二、变卖标的：“万舟兴9”油品化
学品二用船：总长126.83米，型宽22米，型深10.6米，总吨8525，净吨3829，
载货量12000吨，总功率4500千瓦，建造厂九江银星造船有限公司，建成日
期 2010 年 7 月 31 日，该船国籍证书已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注销。变卖价：
2068万元，保证金:210万元，增价幅度：5万元。多人竞买时，以竞价方式确
定成交价格。三、变卖方式：本次变卖不设保留价，应买人出价达到或超出
变卖价，一人应买即可成交；有二人以上应买的，以竞价方式进行，价高者
得。四、该船现停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南部阿巴斯港口，竞拍者可自行
前往看样。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担保责任。特
别提醒，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
的确认，责任自负。有意参加竞拍者可携带有效证件向宁波海事法院台州
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 95号天和大厦西塔 15楼）报名登记。五、对变

卖标的能否办理船检登记入籍等手续以及办理时间等情况，请竞买人在竞

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并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因

标的物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相关手续的后果自负。

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六、因该船位于国外，船舶现状以变

卖成交后实际交付时船舶现状为准；该船的保险已过期，变卖成交至实际

交付期间的所有风险由竞买人自负；该船在国外产生的港口费用等可能影

响船舶交付的债务由竞买人自行解决；因该船位于国外，本院未曾扣押，成

交后船舶交付由买受人与现船东自行交接，如船舶实际交付失败，由此产

生的各项费用和风险由竞买人自负。

竞买人在变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变卖须知。
咨询电话：0576-88553112。 监督电话：0574-87207985、87880691。
联系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7号天和大厦西塔15楼
特此公告。

2015年11月3日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14号 王赞：本院受理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07号 佛山市顺德区福瑞
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廖书莲：本院受理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13号 佛山市南海区洪德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黄健：本院受理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08号 张亚婉：本院受
理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05号 卢景帅：本院受
理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06号 袁林：本院受理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322号 危美娜：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诉被告危美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243号 李战英、梁锦汉：本院
受理原告梁小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243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1号 李建华、李文隽：
本院受理原告熊易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 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189号 陈华、韶关市骏
马通汽车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盛业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
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
天法金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496号 谢海、广州源聚

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
初字第24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652号 颜铭宏：本院受理原
告邓丽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244号 郑瑞清、广州舒
瑞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盛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章招弟、谢建楠：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34、535、536号 李伟健、
陈智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被告李伟健、陈智君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
534、535、5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41号 陈飞武：本院受理
原告吴明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4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24号 叶斌强、广州天
星河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球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
金民初字第262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211-4214号 北京多维空
间国际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多维空间
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四案，现已审理终结，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4211-42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558号 张健坤：本院受
理（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558号原告广东粤政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健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5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 333 号 陈秀清：本院
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因
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 3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案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天津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济和管理学科为主干，
兼有文学、法学、理学等多学科门类交叉渗透、协调
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秉承育人报国的办学宗旨，强化学科立校战略、
人才强校战略、质量提升战略、国际化战略，学校结
合自身改革和事业发展需要，致力于做好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作，决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海内
外专家学者前来应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学科专业

招聘岗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优秀青年学
者、短期聘任学者等。

学科专业：重点招聘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相
关人员。

二、应聘条件

应聘人员应该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
学术道德和学术风范，身心健康，同时符合以下具体

应聘条件：
（一）学科带头人
1.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有较多数量的高水平研究

成果，在国内外学术领域有重大影响，能对本学科的
发展起到核心和引领作用，具有带领本学科赶超国际
先进水平的能力；

2.获得国内外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博士学位。国内
应聘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国外应聘者或海
外留学归国者一般应担任国外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
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

3.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
（二）学术骨干
1.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创新思维，有一定数量的

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领域有重要影响，有
较大科研发展潜力，具备对本学科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做出突出贡献的能力；

2.具有研究生学历和国内外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博
士学位，国内应聘者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国外应聘者或海外留学归国者一般应担任国外高

水平大学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具备相当水平和
能力；

3.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
（三）优秀青年学者
1.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

取得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科研创新能
力，符合教师或科研工作岗位的相关要求；

2.具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位，原则上须毕业于国
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或毕业所在学科为国际一
流水平学科，各学历阶段均应具有普通高校全日制学
历及学位；

3.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
（四）短期聘任学者
曾担任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学科带头

人、学术骨干或现担任名誉院长等职务的专家学者。

三、报名方法

登陆天津财经大学人才招聘系统
http://hr.tjufe.edu.cn/zpsys/进行报名。

四、聘期与待遇

学校对引进人才实行合同管理。全职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按合同履行岗位职责，根据不同类别享受 20万
元至 60 万元年薪，90 至 160 平米住房等相应薪酬待
遇，各类高层次引进人才待遇详见 《天津财经大学关
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实施意见》（特别优秀人才的待遇
可以面议）。

愿意并且适合承担学院院长等管理岗位工作的应
聘者，学校按规定程序聘任。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天津财经大

学人事处

邮政编码：300222

联系人： 张老师 施老师

咨询电话：+86-22-88186155

邮箱地址：gongkaizhaopin2015@tjufe.edu.cn

天津财经大学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