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历 学位 学科（专业） 资历要求

信息工程系
1 NJP202201

计算机应用、软
件技术、大数据
技术、云计算、
网络技术、物联
网等专业教师

本科 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
网工程、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电子
与计算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等计算机类专业及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电子信息
类专业

1.本科年龄2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年龄30周岁以
下；
2.社会人员具有3年以上企业信息技术类专业技术或
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学工作经历者年龄可放宽到40周
岁以下；

信息工程系
1 NJP202202

电子商务专业教
师

本科 学士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及法律等电子商务类专业、计算机应
用软件专业

1.本科年龄2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年龄30周岁以
下；
2.社会人员具有3年以上企业电商专业技术或电商类
专业教学工作经历，学历可放宽至大学本科学历，
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

信息工程系
1 NJP202203

动漫制作、室内
设计专业教师

本科 学士
艺术设计学、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
体艺术等设计学类专业及动画专业

1.本科年龄2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年龄30周岁以
下；
2.社会人员具有3年以上企业动漫、艺术设计专业技
术或动漫、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工作经历者年龄可
放宽至40周岁以下；

经济管理系 1 NJP202204 教师 本科 学士 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方向 1.年龄30周岁以下。

食品药品工程系 1 NJP202205 教师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产品加工与贮藏
程、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
安全与检测、食品发酵工程

1.年龄3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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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艺术系 1 NJP202206 中文教师 硕士研究生 硕士 汉语言文学
1.应届毕业生，30周岁以下。

人文艺术系 1 NJP202207 数学教师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应用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1.年龄30周岁以下。

机电工程系 1 NJP202208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专业教师
本科 学士

车辆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车
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社会人员具有3年以上车辆工程系相关专业技术岗
位或教学工作经历，同时具备中级及以上资格年龄
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

动物科技系 1 NJP202209 教师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临床兽医学 1.35周岁以下。

智慧农业系 1 NJP202210
水利工程专业教

师
本科 学士

农业水土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土木水利、水利工程、水
纹与水资源工程等相关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社会人员具有相关企业或教学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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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科研部

2 NJP202211 专职思政课教师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哲学、中共
党史党建学科或中国史、中国近现代
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
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

人事处 1 NJP202212 科员 本科 学士
计算机、信息管理、经济学、会计学
、财务管理、档案学等相近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党政办公室 1 NJP202213 法制办科员 本科 学士 法律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纪检监察处（审计
处）

1 NJP202214 科员 本科 学士 审计学、财务管理、法律等相近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

团委 1 NJP202215 科员 本科 学士
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历史、艺术学
、音乐

1.应届毕业生，年龄25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

第 3 页，共 6 页



学历 学位 学科（专业） 资历要求

备注

岗位需求条件

用人部门
计划招
聘数

岗位编号 岗位名称

招生就业处 1 NJP202216 科员 本科 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专业、计算机应用
专业、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新媒体技术专业、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教育技术专业
等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社会人员需具有软件开发、平台管理和新媒体制
作、推广工作经历或行业从业经历者，年龄可放宽
至35周岁以下。

组织宣传部 1 NJP202217 组织部干事 本科 学士
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思政、哲学、
法学、经济学、历史学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

组织宣传部 1 NJP202218 宣传统战部干事 本科 学士
中文、新闻、思政、哲学、法学、管
理类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

学生工作部 1 NJP202219
辅导员（需住男
生公寓值班）

本科 学士
思政、马哲、教育学、心理学、计算
机类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

教务处 1 NJP202220 科员 本科 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等计算机类专
业；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管理类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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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1 NJP202221 科员 本科 学士
教育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思想政治
类、心理学类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社会人员具有3年以上高职院校教学或教学管理工
作经历，年龄35周岁以下；

总务处 1 NJP202222 科员 本科 学士 土木工程，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2.社会人员具备（建筑）工程师资格证或具有（建
筑）二级以上建造师职业证书者，学历可放宽至大
学本科学历，年龄40周岁以下。

实验实训中心 1 NJP202223 科员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微生物（食品微生物方向）、生物技
术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实验实训中心 1 NJP202224 科员 硕士研究生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1.应届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

财务处 1 NJP202225 出纳员 本科 学士 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1.年龄3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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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中心国有
资产管理办公室

1 NJP202226 资产管理员 本科 学士 会计、财务管理、金融学等相关专业 1.年龄3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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