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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公告
青岛市位于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畔，历史文化悠久，区位优势明显，创

新创业环境良好，是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型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青岛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科研实力雄厚，驻青岛省级以上海洋科研
机构占全国的30%以上，院士占全国的70%，是全国知名的海洋科技城市、国
家首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当前，青岛市正深入实施蓝色引领战
略，全面推进“海洋+”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创新型海洋经济，全力打造国际先
进的海洋发展中心，一大批具有海洋特色的高校院所、“国字号”科研平台、
企业纷纷落户青岛，创新型海洋经济正在青岛崛起。

为充分发挥人才对青岛实现蓝色经济跨越的支撑引领作用，按照《青岛
市集聚海洋高端人才行动计划（2016—2018年）》，现就海洋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公告如下：

一、引才岗位
（一）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局、青岛蓝谷管理局 2个法定机构的高级管

理岗位及部分专业管理岗位。

（二）青岛市部分涉海重点单位的科研、教学、管理、技术等岗位。

二、相关待遇
（一）对青岛市法定机构引进的人才，按照《青岛市功能区职员管理办法

(试行)》，实行聘任制职员岗位绩效工资。其中，对急需紧缺岗位，按照“一人
一策、一岗一薪”的办法，实行协议工资。

（二）对青岛市部分涉海重点单位引进的人才，按照各用人单位引才规
定，提供协议工资、科研经费、办公用房、住房补贴等待遇。

（三）对符合青岛市人才引进条件的，按照引进人才的层次，提供相应的
政策支持。其中，对“顶尖人才”最高给予 500万元的生活补贴；对“千人计
划”、省“泰山学者”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配套资金支持和50万元、30万
元的住房补贴；对硕博研究生，按照800元/月、1500元/月的标准，发放不超
过 36个月的住房补贴。优惠政策可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
网（http://www.qdhrss.gov.cn）和“中国青岛人才网”网站（http://zgqdrc.com）

“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专栏”查询。

（四）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青岛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在出入境
和居留、户籍办理、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青岛市高层次
人才服务绿色通道服务。

三、有关事宜
引才岗位、引进条件及相关待遇见《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

才计划表》。符合条件的人才，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用人单位直接联
系、咨询有关事宜。法定机构的引进人才招聘简章可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www.qdhrss.gov.cn）和“中国青岛人才网”网站

（http://zgqdrc.com）“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专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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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才单位

青岛国际邮轮港
管理局

青岛蓝谷管理局

青岛海洋科学与
技术国家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

研究所

青岛海洋地质
研究所

山东大学

引才岗位

副局长

产业促进部
副部长

邮轮游艇事业部
副部长

副局长

招商处副处长

首席科学家

联合实验室主任

公共科研平台
首席工程师

“学术帅才”

“技术英才”

“青年俊才”

海洋科学领域
研究岗位

特聘核心人才

特聘骨干人才

特聘骨干人才

特聘骨干人才

优秀青年人才

科研项目管理

海洋沉积地球
化学研究

海洋沉积学
调查研究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调查研究

多道地震仪器操作

多道地震导航

海洋地质软件
工程师

海洋地质数据库
工程师

船舶高级主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助理教授、

副教授

海洋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首席科学家

团队成员

引进条件

4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熟练掌握一门外语；10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大型企业或政府机构相近
职位任职经历；熟悉国内外经济政策，熟悉邮轮、旅游、金融等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40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或大型企业相近职位任职经历

40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政府机构、邮轮、旅游企业相近职位任职经历

4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熟悉海洋科学、科技金融、孵化器运营管理等方面知识和科技产业发展
特点，在国内外知名涉海科研机构或相关领域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或从事政策研究、科技开发10年以上且具
有相关领域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40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在国内外知名科技园区或孵化器从事科技招商、项目管理等工作10年
以上；具有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年以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工作
经历者优先

六大研究方向（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变化；海洋生命过程与资源利用；海洋生态环境演变与保护；海底过程与油气资
源；深远海与极地极端环境与战略资源；海洋技术与装备）；教授或研究员及以上相应职称；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
术造诣和重要国际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能在海洋国家实验室全职工作或每年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
六个月；年龄不超过60岁（国际知名学者可适当放宽）

联合实验室方向(海洋高端装备、海洋观测与探测、深蓝渔业工程装备、智慧海洋、海洋智能计算与大数据、海洋油气
资源勘探、海洋新材料、海洋可再生能源、深海极端环境与战略性资源)；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相关领域具有
很好的造诣和国际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及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年龄不超过55岁（国际知名学者可
适当放宽）；全职在实验室工作

平台方向(海洋高端仪器设备研发平台、海洋同位素与地质年代测试平台)；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和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年龄不超过55岁（国际知名学者可适当放宽）；在国内外知名机构从事相关平台及设备维护和研发工作或承
担过相关重大科研项目，并在领域内具有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及深厚的学术造诣；能全职工作或过渡期每年在实
验室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6个月（海外人员可有不超过两年的过渡期）

海洋生物、海洋地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腐蚀等海洋科学相关专业；通过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创
新人才长期项目、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A类岗位，研究所“汇泉学者”计划招聘

海洋生物、海洋地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腐蚀等海洋科学相关专业；掌握关键技术，在海外从事海
洋科学相关工程技术类研发，或从事重大科学装置建设、仪器设备研发等相关工作的中青年杰出人才；通过中国科
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B类岗位，研究所“汇泉学者”计划招聘

海洋生物、海洋地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腐蚀等海洋科学相关专业；通过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C类岗位和研究所“汇泉学者”计划招聘

海洋化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生物学、海洋药物、物理海洋学、海洋腐蚀与防护、海洋监测、渔业资源等专业；详见中科
院海洋研究所官网（www.qdio.cas.cn）

生物、化工、材料专业；符合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招聘条件；40周岁以下，有3年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

微生物、生物工程、生物化工专业；符合中科院“百人计划”招聘条件；取得博士学位时间未超过5年，在海外学习或
工作3年以上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发酵工程；符合中科院“百人计划”招聘条件；取得博士学位时间未超过5年，在海外
学习或工作3年以上

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符合中科院“百人计划”招聘条件；取得博士学位时间未超过5年，在海外学习或工作
3年以上

生物、化工、材料专业；40周岁以下；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2年及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在国内获得博士
学位后有连续3年及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验

海洋地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英语八级，口语流利

海洋地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地质学专业本科，研究生期间研究内容为海洋地质方向，已公开发表第一作者
SCI论文3篇以上

海洋沉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985”或“211”高校毕业，地质学专业本科，研究生期间研究内容为海洋地质方
向，已公开发表第一作者SCI论文3篇以上

地球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985”或“211”高校毕业，地质学专业本科，研究生期间研究内容为海洋地质方向，
已公开发表第一作者SCI论文3篇以上

物探、电子、仪器专业；应届毕业生应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985”或“211”高校毕业；在职人员须具备中级及以上
职称

导航或测绘或测量专业；应届毕业生应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985”或“211”高校毕业；在职人员须具备中级及以
上职称。

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985”或“211”高校毕业，具有较强的软件编写能力，具有一定的地质学知识

地理信息及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985”或“211”高校毕业，具有扎实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熟悉数
据库开发管理，具有一定的地质学知识基础

船舶驾驶或轮机管理相关专业；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大型船舶维护管理经验

大数据处理、可视化、水下物联网、深海机器人专业；海外博士学位，有较好的专业基础

满足山东大学科研教师岗位招聘管理办法（试行）和海洋研究院教师岗位招聘程序；有发展潜力和动力；愿意到青岛
校区工作

人数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若干

9人

2人

5-10人

5-10人

5-10人

30人

2-3人

1人

1人

1人

2-3人

1人

1人

1人

1人

2人

2人

1人

1人

1人

6人

若干

相关待遇

年薪30—50万元

实行职员制工资

实行职员制工资

年薪30-50万元

实行职员制工资

人才津贴：100-120万元/年；科研补助经费：300-500万元；
提供科研、办公用房；提供500万元购房安家补贴（与实验
室签署6年及以上工作合同），或180平方米左右的免租赁
费周转住房（与实验室签署低于6年的工作合同）

参照海洋国家实验室“鳌山人才”相关政策执行

享受国家、中科院、山东省、青岛市及所规定的配套经费和
相应待遇；聘为研究员二级岗位；提供500-1000万元科研
启动/配套经费；协助组建科研团队，提供实验和办公条件；
提供人才周转住房，协助解决子女入学（托）；一事一议，提
供安家费和协议工资

享受国家、中科院、山东省、青岛市及所规定的配套经费和
相应待遇；聘为正高级工程师岗位；提供200-500万元科研
启动/科研配套经费；享受青岛市配套经费；协助组建研发
团队，提供实验和办公条件；提供人才周转住房，协助解决
子女入学（托）；一事一议，提供安家费和协议工资

享受国家、中科院、山东省、青岛市及所规定的配套经费和
相应待遇；聘为研究员或副研究员岗位；提供100-200万元
科研启动/配套经费；协助组建科研团队，提供实验和办公
条件；提供人才周转住房；协助解决子女入学（托）；视情况
提供安家费，薪酬和福利按研究所相关规定执行；优先推荐
国家、山东省、中科院和青岛市各类人才计划

详见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官网（www.qdio.cas.cn）

最高45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150万元安家补贴

18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择优后追加200万元科研经费；110
万元安家补贴

18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择优后追加200万元科研经费；110
万元安家补贴

18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择优后追加200万元科研经费；110
万元安家补贴

1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享受研究所安家补贴

事业编制，提供五险一金，按国家事业单位工资执行

预聘制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年薪分别不低于35万元、25
万元、15万元；可申请“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人才引进类专项的科研项目；在科研环境及研究生招生指
标等方面给予预聘制教师适度倾斜；在科研启动经费、人才
引进及学科建设经费等方面按学校协议执行

参照山东大学相关人才政策执行

联系人

唐积柏

刘铤铤

范颖

倪静

阎星橙

王安国

张迎春

刁俊玉

联系方式

（+86）18669808986；
Tunan00@sina.com

（+86）13964237055；
128270775@qq.com

（+86）0532-58719765；
joinus@qnlm.ac

（+86）0532-82898626；
nijing@qdio.ac.cn

yanxc@qibebt.ac.cn

（+86）0532-85755804

cs-recruit ment@ sdu .
edu.cn

（+86）0531-88366287；
diaojunyu@sdu.edu.cn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大学

天津大学青岛海洋
技术研究院
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黄海学院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
究所北海研究站

筑峰人才工程

繁荣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工程

青年英才工程

青年教师

绿卡人才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科研教学岗

海洋纤维新材料
研究院教学科研岗

生命科学学院教学
科研岗

材料学院特聘教授

科研岗位

教师

海洋与生物学院
教学科研岗

教师

声学换能器方向
负责人

声学换能器研发
岗位

水声计量岗位

水声理论与信号
处理研究

物理海洋和海洋气象、海洋化学与工程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学和生态学、水产科学、海洋地质
学、海洋探测技术和信息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等理工农医类学科方向；第一层次学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
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第二层次国外应聘者应担任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副教授及以上职务，国内应相当于“长江学
者”、国家杰出青年水平；第三层次国外应聘者应具有担任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助理教授及以上职务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外国语言文学、中国史、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等人文社科类学科方向；第一层次学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第二层次国外应
聘者应担任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副教授及以上职务，国内应相当于“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水平；第三层次国外
应聘者应具有担任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助理教授及以上职务

参照“筑峰人才工程”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所列学科方向；设三个层次，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获
得博士学位并具有相应的独立研究工作经历，或在国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过两年以上的博士后研究。具体
见：http://web.ouc.edu.cn/rsc/e1/d7/c1485a57815/page.htm

参照“筑峰人才工程”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所列学科方向；博士学位，本科、研究生原则上均应毕业于国
内高水平大学，应届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30周岁，优秀者可放宽至35周岁

参照“筑峰人才工程”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所列学科方向；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担任副教授以上职务

海洋科学专业；熟悉近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对海洋化学要素的循环过程与机制有较深刻的认识，熟练掌握环
境样品分析和研究方法；独立从事海洋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的能力；能够熟练掌握Gis、Matlab 等软件的
使用和程序编写

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及海洋科学与材料科学的交叉学科专业；从事相关方向研究，成果水平达到青岛大学特聘教
授三层次以上标准

植物学或海洋生物学或水生生物学专业；年龄 35岁以下，从事海洋生物领域的相关研究，近五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收录论文10篇及以上或发表单篇SCI收录论文的影响因子9以上

海水淡化、海洋防腐等相关专业；从事反渗透膜研究、海洋防腐材料研究、海洋建筑材料研究、海洋涂层材料研究；达
到特聘教授以上水平

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探测与监测、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工程等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海洋遥感、海洋测绘、物理海洋、水声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声学、物理等相关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在相关领域具备较高的研究水平；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及组
织管理能力；年龄不超过40岁

声学、物理等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具备声学理论、换能器理论、振动理论等相关知识，掌握换能器工作原理和
结构、材料；掌握换能器设计常用工具和分析软件，熟悉换能器测试仪器设备；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声学、物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能够研制、测试、使用多种类型的水声换能器及传感器；.熟悉水声
换能器相关的测试及检测方法；熟练使用各种水声测试仪器仪表

声学、信号处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英语六级以上，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写作和对话

20人

20人

50人

40人

20人

1人

5人

1人

4人

40人

8人

8人

3人

1人

1人

1人

2人

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协助解决配偶工作，提供人才公
寓,具体面议

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第一层次提供人才公寓

年薪13万元，购房补贴10万元。还可享受青岛市提供的生
活、住房补贴每年6万元（期限2年）

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提供人才公寓

参照青岛大学相关人才引进规定

青岛大学青年卓越人才待遇

特聘教授待遇

面议

参照山东科技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规定

参照学校引进人才文件规定

年薪10万元以上

执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北海研究站同类岗位同等待遇

李召斌

裴青串

夏延致

李荣贵

丛海林

咸良

刘辉

李老师

史老师

于明义

（+86）0532-66782519；
lzb@ouc.edu.cn

（+86）0532-85953799；
peiqch@126.com

（+86）0532-85953069；
qdxyzh@163.com

（+86）0532-85953710；
lrg@qdu.edu.cn

（+86）0532-85953995

（+86）15005322525

（+86）0532-86057130

（+86）0532-88959097

（+86）0532-83175166

（+86）0532-83662508

（+86）0532-83662509

（+86）0532-83662508

注：更多职位请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www.qdhrss.gov.cn）或“中国青岛人才网”网站（http://zgqdrc.com）“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专栏”查询注：更多职位请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www.qdhrss.gov.cn）或“中国青岛人才网”网站（http://zgqdrc.com）“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专栏”查询

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计划表（部分）青岛市面向全球引进海洋高层次人才计划表（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