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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文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2 人文学院 外国哲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3 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4 人文学院 语言文字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5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6 人文学院 民族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7 人文学院 专门史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8 人文学院 世界史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9 人文学院 考古学 1 博士 马老师 0851-88292030

1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 博士 李老师 15085939290

11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 博士 李老师 15085939290

12 艺术学院 戏剧影视理论 1 博士 高老师 0851-85102726

13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理论 1 博士 高老师 0851-85102726

14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 博士 高老师 0851-85102726

15 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1 博士 高老师 0851-85102726

16 艺术学院 环境与艺术设计 1 博士 高老师 0851-85102726

17 艺术学院 音乐 1 博士 高老师 0851-8510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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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学院 民商法 2 博士 黄老师 0851-88292861

19 法学院 经济环境法 2 博士 黄老师 0851-88292861

20 法学院 刑法 2 博士 黄老师 0851-88292861

21 法学院 诉讼法 2 博士 黄老师 0851-88292861

22 法学院       法理法史 2 博士 黄老师 0851-88292861

23 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 2 博士 黄老师 0851-88292861

24 经济学院 理论经济学 2 博士 陈老师 0851-88293779

25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3 博士 陈老师 0851-88293779

26 经济学院 金融 4 博士 陈老师 0851-88293779

27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

管理）
4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4391

28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业工程、工程管理、物

流工程、信息管理）
6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4391

29 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3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4391

30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应用经济学类 2 博士 李老师 0851-88293019

31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工商管理类 2 博士 李老师 0851-88293019

32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人文地理 1 博士 李老师 0851-88293019

33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1 博士 李老师 0851-88293019

34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博士 李老师 0851-88293019

35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

与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土地管理等）
2 博士 罗老师 1331221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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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 2 博士 罗老师 13312212601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博士 王老师 0851-88291567

38 体育学院 体育学 3 博士 郑老师 15285179196

39 理学院 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博士 何老师 0851-83627662

40 理学院 基础数学 2 博士 何老师 0851-83627662

41 理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 博士 何老师 0851-83627662

42 理学院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1 博士 何老师 0851-83627662

43 理学院 光学 1 博士 何老师 0851-83627662

44 理学院 理论物理 1 博士 何老师 0851-83627662

45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1 博士 宋老师 0851-83856374

46 生命科学学院 气象学 1 博士 宋老师 0851-83856374

47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1 博士 宋老师 0851-83856374

48 生命科学学院 生化及分子生物学 2 博士 宋老师 0851-83856374

49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1 博士 宋老师 0851-83856374

50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1 博士 宋老师 0851-83856374

5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博士 唐老师 0851-83620667

5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2 博士 唐老师 0851-83620667

5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2 博士 唐老师 0851-8362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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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55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云计算、分布式存储技术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56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软件工程，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57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技术方向）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58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技术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59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安全与技术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60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 博士 王老师 13985538858

61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1 博士 敖老师 13985160882

6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4 博士 敖老师 13985160882

63 机械工程学院 设计学 1 博士 敖老师 13985160882

64 电气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5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6560

65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4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6560

66 电气工程学院 检测技术与仪表 1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6560

67 电气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2 博士 李老师 0851-83626560

68 土木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2 博士 李老师 13511916928

69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 博士 李老师 13511916928

70 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2 博士 李老师 13511916928

71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2 博士 李老师 1351191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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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 博士 李老师 13511916928

7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 2 博士 税老师 13511922117

7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 2 博士 税老师 13511922117

75 材料与冶金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光伏科学与工程方向、风
力发电工程方向），电气工程及其相关专业

3 博士 李老师 18275304383

76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物理 1 博士 赵老师 13984883791

77 材料与冶金学院 有色金属 1 博士 金老师 13595067300

78 材料与冶金学院 钢铁冶金 1 博士 金老师 13595067300

79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 2 博士 张老师 13087829047

80 材料与冶金学院 高分子化学材料 2 博士 谢老师 15085984976

81 化学与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3 博士 王老师 18286157955

82 化学与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1 博士 王老师 18286157955

83 化学与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 1 博士 王老师 18286157955

84 化学与化工学院 分析化学 1 博士 王老师 18286157955

85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4 博士 王老师 18286157955

86 矿业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3 博士 江老师 13007840058

87 矿业学院 大地测量与测量工程 3 博士 张老师 13595124056

88 矿业学院 地理制图与地理信息工程 3 博士 张老师 13595124056

89 矿业学院 摄影测量与遥感 2 博士 张老师 1359512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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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矿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博士 张老师 13595124056

91 矿业学院 采矿工程、岩土工程 2 博士 吴老师 13985124632

92 矿业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2 博士 刘老师 13809425585

93 矿业学院 矿物材料 1 博士 李老师 13984076352

94 矿业学院 矿产资源评估 1 博士 李老师 13984076352

95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质工程 2 博士 左老师 13639010202

96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岩土工程 1 博士 左老师 13639010202

97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理信息系统 2 博士 顾老师 13608505914

9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构造地质学 2 博士 顾老师 13608505914

9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水文与水资源、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气象气候
学、地球物理勘探

4 博士 禇老师 13511967138

100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环境科学与工程 5 博士

杨老师
胥老师

13985015575
13639085421

10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古生物 2 博士 彭老师 13087831557

102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5 博士 王老师 13985196250

103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水文与水资源 2 博士 胥老师 13639085421

104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球化学 1 博士 胥老师 13639085421

105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 博士 王老师 0851-83651232

106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发酵工程 1 博士 王老师 0851-83651232

107 农学院 茶学（栽培、育种、精深加工）或食品加工 2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序号 单位名称 需求专业
需求
人数

学历
要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08 农学院
果树学（果树栽培与生理生态、果树种质资源

与育种）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09 农学院
观赏园艺、园艺及植物学

相关专业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0 农学院 植物病理学 2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1 农学院 农产品质量安全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2 农学院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动物学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3 农学院 中药学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4 农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2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5 农学院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2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6 农学院 植物营养学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7 农学院 土壤学 2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8 农学院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或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 博士 谭老师 0851-83855894

119 林学院 森林培育学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120 林学院 生态学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121 林学院 动物学（昆虫学方向）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122 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或相近专业

（本科或硕士期间为园林或风景园林背景优

先）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123 林学院 水利工程、土壤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124 林学院 森林资源加工与利用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125 林学院 测绘科学与技术 1 博士 向老师 0851-8829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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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2 博士 陈老师 15286010013

127 动物科学学院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动物学（特种经济动物饲
养方向）、农业昆虫学与害虫防治（资源昆虫

方向）

2 博士 杨老师 13985463306

128 动物科学学院
草业科学及相关学科(牧草加工与利用、草坪、

牧草育种、草地生态等方向)
2 博士 郝老师 15286010013

129 动物科学学院

基础兽医学、药理学、制药学、基础兽医学、
病理学、临床兽医学(兽医内科学)、临床兽医

学(中兽医学)、预防兽医学、寄生虫病学

3 博士 文老师 13628509680

130 动物科学学院
水生动物医学、水产养殖、水生生物（或相近

学科）
2 博士 姜老师 13639119493

131 药学院
药物化学或有机化学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药物设

计
1 博士 聂老师 13985022442

132 药学院  药学 2 博士 聂老师 13985022442

133 药学院 生物制药 1 博士 聂老师 13985022442

134 药学院  药剂学 1 博士 聂老师 13985022442

135 国际教育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博士 舒老师 0851-88292912

136 烟草学院 化学 2 博士 李老师
0851-83856206
18096020124

137 烟草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 博士 李老师
0851-83856206
18096020124

138 烟草学院 作物学（作物遗传育种、作物耕作与栽培学） 2 博士 李老师
0851-83856206
18096020124

139 烟草学院 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 1 博士 李老师
0851-83856206
18096020124

140 高教研究所
教育学大类相关专业如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
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经济与管理、职业教

育学、教育心理学等

3 博士 安老师
0851-88292927
13885026802

141 东盟研究院
比较教育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

历史学、法学
5 博士 梁老师 15508508089

142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森林培育 2 博士 吴老师
18786766997

0851-83853069

143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林木遗传育种 1 博士 吴老师
18786766997

0851-8385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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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细胞生物学或植物生理学 1 博士 吴老师
18786766997

0851-83853069

145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土壤微生物 1 博士 孙老师
18302544760

0851-83853069

146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生态学 1 博士 孙老师
18302544760

0851-83853069

147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土壤学或植物营养学 1 博士 孙老师
18302544760

0851-83853069

148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

森林资源信息化管理 1 博士 孙老师
18302544760

0851-83853069

149 农业生物工程研究院 生物信息学或计算机科学 1 博士 冯老师 0851-83865027

150 教育部现代制造技术重点
实验室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 博士 黄老师 18785085096

151 教育部现代制造技术重点
实验室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或机械电子工程 1 博士 黄老师 18785085096

152 教育部现代制造技术重点
实验室

软件工程 2 博士 黄老师 18785085096

153 教育部现代制造技术重点
实验室

数字化艺术与设计、工业设计、设计学 4 博士 黄老师 18785085096

154
教育部西南药用生物资源
工程研究中心（贵州省生

化工程中心）
药理学 1 博士 赵老师 0851-88297499

155
教育部西南药用生物资源
工程研究中心（贵州省生

化工程中心）
化学 1 博士 赵老师 0851-88297499

156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农药学 2 博士 薛老师 0851-88292090

157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壤学、植物营养学、农业

环境保护、土地资源学）
2 博士 吴老师 13984833325

158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农
业）循环、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地质学等相关专业学科

2 博士 吴老师 13984833325

159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学、园艺、蔬菜、果树、林学、生态等相关

专业
2 博士 吴老师 13984833325

160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畜牧、兽医、水产养殖、草学、畜食品加工、

食品安全与卫生等
2 博士 吴老师 13984833325

161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林经济管理 2 博士 吴老师 1398483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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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村区域与发展 2 博士 吴老师 13984833325

163 工程实训中心 机械工程 1 博士 管老师 13985163881

164 工程实训中心 自动控制/电子技术 1 博士 管老师 13985163881

165 学报编辑部 农学/生物学 1 博士 吴老师 0851-83621708

166 学报编辑部 艺术/音乐学 1 博士 吴老师 0851-83621708

167 学报编辑部 经济学/管理学 1 博士 吴老师 0851-83621708

168 学报编辑部 教育学 1 博士 吴老师 0851-83621708

169 学报编辑部 法学 1 博士 吴老师 0851-83621708

170 学报编辑部 社会学/历史学 1 博士 吴老师 0851-83621708

171 图书馆 图书馆学 1 博士 肖老师 0851-88292437

172 图书馆 情报学 1 博士 肖老师 0851-88292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