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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位于古都西安，是以信息与电子学科为主，工、理、管、文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直属教育部，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和“211工程”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在全国第四轮一
级学科评估结果中，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均为A类，
工程学和计算机学科分别位列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前1‰和1％。

学校是国内最早建立信息论、信息系统工程、雷达、微波天线、电子机械、
电子对抗等专业的高校之一，现有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18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1个省部级基地，建设有国防研究院和空天研
究院。

学校先后为电子信息领域输送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其中成长起了19位
两院院士（1977年恢复高考后院士校友11位，位列全国前茅，被社会誉为“人
才培养的西电现象”），23位 IEEE Fellow，培养了欧洲科学院院士、著名纳米
技术专家王中林，“神五”、“神六”飞船副总设计师、“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总
设计师杨宏等一批行业领军人物；走出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等一批
知名的企业家，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学校发展规划，现诚聘海内外各类英才加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千人计划
（一）“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1.申报条件

（1）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2）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40岁。
（3）申报时具有连续36个月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并已取得博士学位。
（4）申报时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教学或

科研职位。已经在国内工作的，回国工作时间应在一年以内。
（5）引进后全职在学校工作3年以上。
（6）为所从事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
2.相关待遇

（1）享受国家及陕西省一次性个人资助100万元（免税）。
（2）学校一次性发放安家费40万元（免税）。
（3）聘期内实行年薪制，不低于45万元/年。
（4）可以优惠价格（约2500元/平方米）购买学校南校区预留人才房（三室

两厅）。
（5）为配偶提供工作岗位，子女入读附属学校。
3.工作条件

（1）直接聘为教授，保证每年1硕1博招生名额。
（2）国家拨付100万-300万元，学校按照1:1配套。
（3）提供30平方米办公用房，科研用房根据需求提供。
（二）“千人计划”创新长期项目
1.申报条件
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55岁；在国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

任相当于教授职务或者在国际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
人才；引进时未全职在国内工作，或者在国内工作不超过1年，引进后全职来
校，连续工作至少3年。

2.相关待遇
国家和省部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免税），学校为入选者提供与国外同类

人员收入相当的年薪，特别学科及特别优秀者，待遇可面议。学校提供充足
的科研启动经费和保障办公及实验场地，聘任当年解决教授职称，保证每年2
硕2博招生名额；为配偶提供工作岗位，子女就读学校附属学校。

（三）“千人计划”创新短期项目
1.申报条件
引进时未全职在国内工作，且符合创新长期项目其他资格条件。每年在

国内工作不少于2个月，连续工作3年。
2.相关待遇
国家和省部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免税），学校为入选者提供与国外同类

人员收入相当的月薪，保证每年2硕1博招生名额；并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需
要，提供100万-2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及办公、实验场地。

（四）“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
1.申报条件
要求同“千人计划”创新长期项目，申报时不超过65岁；引进后须全职来

华工作3年以上。
2.相关待遇
国家和省部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免税），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工作需要，

提供总计300万-500万元科研经费补助。学校为入选者提供极具竞争性的、
与国外同类人员收入相当的年薪。特别学科及特别优秀者，待遇可面议。聘
期内学校免费提供住房，保证每年2硕1博招生名额，并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
需要，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及办公、实验场地。

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一）青年长江学者
1.申报条件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人选年龄不超过38周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

超过45周岁（已获国家“千人计划”支持的不在本计划支持之列）。一般具有
博士学位，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国内应聘者一般应担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青年学者项目实行岗位聘任制。

2.相关待遇
青年长江奖金按教育部规定执行,学校为入选者提供极具竞争性的年

薪。特别学科及特别优秀者，待遇可面议。
（二）特聘教授
1.申报条件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人选不超过45周岁，人文社会科学类人选不超过

55周岁（已获国家“千人计划”支持的不在本计划支持之列），国内东部高校应
聘者从西电申报年龄可放宽2岁，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人选不超过47周
岁，人文社会科学类人选不超过57周岁；一般具有博士学位，在教学科研一线
工作；海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
位，国内应聘者应担任教授或其他相应职位。聘期5年，聘期内全职在学校工
作，并在签订聘任合同后一年内全职到岗工作。

2.相关待遇
特聘教授奖金按教育部规定执行；学校为入选者提供极具竞争性的年

薪。特别学科及特别优秀者，待遇可面议。学校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需要，
提供200万-5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及办公、实验场地；学校按需保证指导博
士研究生名额。

（三）讲座教授
1.申报条件
在海外教学科研一线工作，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教授职位或其他相应

职位；学术造诣高深，在本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取得国际公认的重大成
就；诚实守信、学风严谨、乐于奉献、崇尚科学精神；聘期三年，每年在学校工
作2个月以上。

2.相关待遇
讲座教授奖金按教育部规定执行；“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入选者聘期内实

行月薪制；学校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需要，提供5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及办公、
实验场地；学校按需保证指导博士研究生名额。

三、青年拔尖人才
1.申报条件
具有中国国籍，全职在国内工作 1年以上；具有博士学位或突出专业水

准，申报年龄不超过35周岁；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领域
崭露头角，获得国际国内较高学术成就，具有较好创新发展潜力，有一定的社
会影响；有志于在一线潜心研究，建功立业。

2.相关待遇
由中央财政对入选人才提供一定时期（3年为一周期）内的稳定经费（视

依托项目定）支持。学校为入选者提供极具竞争性的年薪。特别学科及特别
优秀者，待遇可面议，并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需要，提供100万-300万元科研
启动经费及办公、实验场地。

四、陕西省千人计划
（一）青年项目
1.申报条件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40周岁（女性不超过 42

周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申报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具有博士学位；为所
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
潜力；申报时未全职来陕工作，或者来陕工作不超过1年；引进后须全职来校
工作两个聘期以上，每个聘期不少于3年。

2.相关待遇
陕西省财政给予入选者6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免税），提供科研经费资助

30万-100万元。学校为入选者提供优厚的年薪和安家费。办公场地视个人
需求一人一议。入选者子女可就读学校附属学校。

（二）创新长期项目
1.申报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引进时未全职来陕工作，或者来陕工作不超过1年，引进后

须全职来校工作3年以上；在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单位担任相
当于教授职务或者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单位担任相当于副
教授以上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近5年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过高
水平学术论文，获得国际、国内重要科技奖励，掌握重要实验方法或关键技术。

2.相关待遇
陕西省财政给予入选者每人人民币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免税）。学校

为入选者提供极具竞争性的、与国外同类人员收入相当的年薪。特别学科及
特别优秀者，待遇可面议。学校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需要，提供配套经费及
办公、实验场地并提供30万-1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

（三）创新短期项目
1.申报条件
引进时未全职在陕工作，且符合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其他资格条件；在陕有

稳定的合作单位；引进后须在我校连续工作3年以上，每年不少于2个月。
2.相关待遇
陕西省财政给予入选者每人50万元的经费补助（免税）。学校为入选者提供

极具竞争性的、与国外同类人员收入相当的年薪。特别学科及特别优秀者，待遇
可面议。学校根据入选者实际工作需要，提供配套经费及办公、实验场地。

对于目前暂未达到上述人才项目要求的优秀人才，可依托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华山学者”人才计划引进，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利用学校现有平台、资
源进行孵化，互惠共赢。

五、学校“华山学者”人才计划
（一）菁英计划
总体要求：应具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或相当）以上职称（海外引进人才

不作职称要求）；全职来校工作。首个支持期一般为3年。
1.学术菁英人才

（1）申报条件
年龄不超过35周岁。在所从事研究领域同龄人中成果突出，有成为该领域学

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质，能够成为国家各类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的有力竞争者。
（2）相关待遇
比照校内现有人员、结合个人学术水平和成果确定岗位及待遇并享受

“华山学者”人才津贴 4000元-5000元；也可执行年薪制，标准为 12万-25万
元。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在同等人员标准基础上增加1-3倍。对于人事关系
能够来校的引进人才，首先入正常轨道，执行同类型同档工资、津贴及人才津
贴；人事关系暂时不能来校的引进人才，按年薪制执行。

2.工程菁英人才
（1）申报条件
年龄不超过40周岁。掌握重要实验技能或工程建设关键技术，能够解决

实际应用中的关键问题，突破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的应用性成果，并能够实现
成果转化或产业化。

（2）相关待遇
比照校内现有人员、结合个人学术水平和成果确定岗位及待遇并享受

“华山学者”人才津贴 4000元-5000元；也可执行年薪制，标准为 12万-25万
元。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在同等人员标准基础上增加1-3倍。对于人事关系
能够来校的引进人才，首先入正常轨道，执行同类型同档工资、津贴及人才津
贴；人事关系暂时不能来校的引进人才，按年薪制执行。

3.创新菁英人才
（1）申报条件
年龄不超过40周岁。具有一年以上国际名校或研究机构访学经历，紧跟

相关领域学术前沿，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有开拓性设想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能够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取得开拓性、独创性的优秀成果。

（2）相关待遇
根据入选者条件和水平确定，培养期内学校按项目资助，理工类学科资

助总额5万-15万元，人文社科类3万-9万元。入选者同时享受所在部门业
绩二次分配政策。

（二）引智计划
1.华山学者特聘教授

（1）申报条件
具有教授或相当职务；在团队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协同创新等方面能

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学术造诣高，在本研究领域内取得公认的重大成就；聘
期一般为3年，每年来校工作9个月以上。

（2）相关待遇
学校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与国外同等水平人员相当的年薪，其他配套支

持政策试行一人一议。
2.华山学者讲座教授

（1）申报条件
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具有教授或相当职务；能够与我校教授开展实

质性合作；学术造诣高，在本研究领域内取得公认的重大成就；聘期一般为3
年，每年在学校累计工作2个月以上。

（2）相关待遇
学校根据入选者个人情况提供500-1500元人民币（税前）日薪；每年提供来

校工作的国际、国内往返交通费1次（经济舱）；在招收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上
提供支持。提供相应办公、工作条件，来校工作期间的住宿由合作教授解决。

（三）领军计划
1.第一层次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或同等水平的海内

外专家。全职来校工作。学校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充足的科研经费。
2.第二层次
聘期已满的“千人计划”长短期人选、“外专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人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国家
级教学名师；973项目首席专家；人文社会科学著名教授；或同等水平的海内外
人才。全职来校工作。学校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充足的科研经费。

3.第三层次（华山青年学者）
近五年成果突出，具有较大发展潜质和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青年千人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资助项目获得
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等。申报当年年龄
不超过43周岁。全职来校工作。学校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充足的科研
经费，同时学校为入选者发放人才津贴，并享受所在部门业绩二次分配政策。

六、教师岗位招聘
（一）招聘需求

（二）应聘要求
应聘人须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身心健康，具备为人师表的基本素质。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
感，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全职来校工作。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教授
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果，具备

相应岗位的任职能力和水平，可以胜任学科某研究方向学术骨干的能力，具有
较大发展潜力；近五年内在领域内刊物上发表过有影响力的文章，主持重要的
教研研究项目。年龄一般不超过43周岁。全职来校工作，首聘期3年。

2.副教授
在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取得博士学位。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过

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得到本领域同行专家的好评；具有担当相应岗位的任职
能力和水平，具有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潜质。近5年在领域内刊物上发表过高
水平学术论文，有主持或参与教研研究项目经历。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
全职来校工作，首聘期3年。

3.讲师
在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取得博士学位。在相关学术领域已有明

显业绩，具有成为学术骨干的潜质，具有独立开展教学科研能力。近5年在领
域刊物上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有参与科研经历。年龄不超过32周岁，具
有博士后经历人员年龄不超过35周岁。全职来校工作，首聘期3年。

4.博士后
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好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取得博士学位三年以内，或由其它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能
够全日制在本站进行研究工作。以第一作者在相应领域知名期刊上发表过高水平研
究论文。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博士后科研工作。

5.专职科研人员
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恪守学术规范，严谨治学，团结合作，具有较强的事

业心、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工作主动热情，踏实认真。具有较强的科学研
究能力、论文写作能力或较强的成果转化能力。近5年来发表过领域内高水
平文章，主持或参与过重大项目或有成果转化成功经验。

（三）聘用方式及待遇
1.教授
以岗定薪并提供20万元科研启动费和8万元安家费；按月发放住房补贴

1400元（96个月）。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享受子女入托、中小学入学等待遇。
2.副教授
以岗定薪并提供10万元科研启动费和6万元安家费。按月发放1000元

生活补贴（不超过24个月）。按月发放住房补贴1200元（96个月）。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享受子女入托、中小学入学等待遇。

3.讲师
以岗定薪并提供3万元科研启动费和3万元安家费。按月发放住房补贴

1000元/月，共发放96个月。生活补贴1000元/月，连续发放24个月。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享受子女入托、中小学入学等待遇。

4.博士后
年薪10万-12万元，科研启动经费6万元起。住房补贴1000元/月，连续

发放24个月。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享受子女入托、中小学入学等待遇。
5.专职科研人员
首席研究员年薪23万元以上，按实际在校时间，研究员聘用人员年薪参

考范围为16万-23万元，副研究员10万-16万元，助理研究员8万-12万元。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享受子女入学入托待遇。可以申报科学研究序列专业技
术职务。可参加研究生导师遴选。

七、联系我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人事处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沣路兴隆段266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
联系人：李 明；王 佩；周 娇
电话/传真：+86-29-81891796；+86-29-81891779；+86-29-81891773
E-mail：rckfk@xidian.edu.cn；gwpy@xidian.edu.cn；rczp@xidian.edu.cn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诚 聘 全 球 英 才

序号

1

2

学院

通信工程
学院

电子工程
学院

学科方向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通信与信息系
统、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模式识
别与智能系统、智能信息处理、电磁场
与微波技术、光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联系人及方式
张老师

（0086）29-88202503
wdzhang@xidian.edu.cn
段老师

（0086）29-88202253
xlduan@xidian.edu.cn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学院

计算机
学院

机电工程
学院

物理与
光电

工程学院

经济与
管理学院

数学与
统计学院

人文学院

外国语
学院

软件
学院

微电子
学院

生命科学
技术学院

空间科学
与技术
学院

先进材料
与纳米

科技学院
网络与信
息安全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工智能
学院

体育部

学科方向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工程理论
与方法、软件工程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精密仪器及机
械、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设计及理论、工程力学、控制
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
装置、电机与电器、测试计量技术及仪
器、机械电子工程、装置电机与电器

光学工程、物理电子学、无线电物理、
光学理论物理、等离子体物理

情报学、图书馆学、会计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金融学、国民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计算数
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

西方哲学、科技哲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应
用心理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
文学、外国语言学

软件工程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力电子与
电力传动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信号与信息
处理、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通信与
信息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测试
计量技术及仪器、流体力学、固体力
学、等离子体物理、空间物理学、电路
与系统、软件工程、智能信息处理、应
用数学、导航、制导与控制

材料物理与化学

网络空间安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思想
政治教育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智能信息处
理、系统工程及其他相关学科

体育教育训练学

联系人及方式
党老师

（0086）29-88202353
dangwenxue@163.com

汪老师
（0086）29-88202459
wangx@xidian.edu.cn

张老师
（0086）29-88202558
vipzhanglin@163.com
李老师

（0086）29-81891360
lihan@xidian.edu.cn
马老师

（0086）29-81891379
hma@xidian.edu.cn
禹老师

（0086）29-81891298
dsyu@xidian.edu.cn
杨老师

（0086）29-81891027
yangyuehit@gmail.com
李老师

（0086）29-81891391
gjli@mail.xidian.edu.cn
黄老师

（0086）29-88202505
xh_xd@mail.xidian.edu.cn
程老师

（0086）29-81891070
ycheng@xidian.edu.cn

吴老师
（0086）29-81891034
wwu@mail.xidian.edu.cn

高老师
（0086）29-81891232
btgao@mail.xidian.edu.cn
豆老师

（0086）29-81891729
ybdou@mail.xidian.edu.cn
李老师

（0086）29-81891162
lij@xidian.edu.cn
张老师

（0086）29-88202505
dzhang@xidian.edu.cn
张老师

（0086）29-81891207
（0086）29-81891034
czhang@xidian.edi.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