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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 2019 年博士后招聘简章 

 

广州大学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高校、“冲

一流”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广州市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学校拥

有 8 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 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组建了 15个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工程学和计算机

科学两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 1%。学校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工程、

移动数据科学与工程、生命科学与健康、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工程、

华南地理和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等 5 个理工科和岭南文化与艺

术、现代金融与现代服务产业等 2 个人文社科学科平台（简称

“5+2”学科平台）进行建设。 

为吸引和凝聚优秀人才，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现面向海内外

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竭诚欢迎海内外青年才俊加盟广州大学。 

一、招聘学科 

数学、土木工程、统计学及相关交叉学科，优先引进学校“5+2”

学科平台、重点学科、重点发展研究领域等方面急需的海内外博

士。 

二、招聘条件 

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团

队协作精神，年龄一般应在 35周岁以下，获博士学位时间一般不

超过 3年或已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应届毕业生）,能全脱产从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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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科研工作。 

三、相关待遇 

计划内博士后根据其学术水平、博士后工作计划书、创新能

力、学术发展潜力等分 A、B、C三类。 

（一）薪酬福利 

1.计划内博士后根据分类和进站后实际业绩享受不低于 33

万元的年薪（含五险一金单位部分）。 

2.在站期间取得突出教学、科研业绩成果还可享受学校教学、

科研奖励。 

3.可按规定租住学校博士后公寓。如未租住学校住房，可享

受 2.4万元/年的租房补贴。 

4.学校按规定为博士后缴纳五险一金。 

5.在站期间可落户我校常住户口，学校可协助办理子女上学、

入托手续。 

6.参照事业编制人员享受体检等福利待遇。 

（二）科研启动费 

进站开题后，可按规定向广州市申请享受一次性市博士后科

研启动费 15 万元（如市里有调整，按调整后标准执行）。 

（三）项目申报 

学校支持博士后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社科基金、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等各类基金项目，支持博士后申报“香江学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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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学者计划”、“广东省青年优秀科研人才国际培养计划博

士后项目”和“广州市博士后国际培养计划”等项目出国（境）

交流学习。 

（四）后续资助 

出站留校或留穗其它单位工作，可按规定申请享受广州市财

政提供的 20 万元安家费（如市里有调整，按调整后标准执行）。 

四、申请方式 

（一）申请 

申请人联系合作导师，将广州大学博士后申请表、广州大学

博士后面谈记录表、博士后进站审核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

单位学术部门考核意见表、博士学位证复印件（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博士学位答辩通过证明（应

届博士生）、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专家推荐信和拟进站博

士后工作计划书等材料交至合作导师所在二级单位、流动站审核。 

（二）审批 

学校审核通过后，申请人报中国博士后网审批。网址：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 

（三）备案 

中国博士后网审批后，申请人报广州市人社局备案。网址： 

http://gzrsj.hrssgz.gov.cn/vsgzhr/PersonalPortal/home.aspx 

五、联系方式 

http://www.postdoctor.org.cn/download/355-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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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范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66208 

邮箱：rscbsh@gzhu.edu.cn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230 号行政西楼后

座 402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各流动站联系人和合作导师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广州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7日 

 

 

 

 

 

mailto:rscbsh@gz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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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各流动站联系方式： 

数    学：张老师，（020）39366303； 

土木工程：李老师，（020）39366955；        

统 计 学：许老师，（020）39366825。 

 

二、各流动站合作导师联系方式（排名不分先后）： 

 

流动站 
合作 

导师 
学科方向 E-mail 

 

 

 

 

 

 

 

 

 

 

数学 

张景中 数学机械化、数学教育研究 rysheng@163.com 

庾建设 
常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动力系统、生

物数学 
zzhou@gzhu.edu.cn 

曹广福 泛函分析、数学教育研究 guangfucao@163.com 

何建勋 调和分析与小波分析的理论及其应用 hejianxun@gzhu.edu.cn 

周展 常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动力系统 zzhou@gzhu.edu.cn 

唐春明 密码学及其应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安全 ctang@gzhu.edu.cn 

唐谟勋 常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生物数学 moxun@math.msu.edu 

郭志明 
常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动力系统、生

物数学 
guozm@gzhu.edu.cn 

尚亚东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 gzydshang@126.com 

李元 数理统计与金融统计 yli57@hotmail.com 

王国军 网络计算、大数据与信息安全 csgjwang@gzhu.edu.cn 

mailto:许老师，020-39366825,1291341035@qq.com
mailto:yli5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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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鹰 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应用 falcongao@sina.com.cn 

李进 云计算安全和密码学 Jinli71@gmail.com 

王晓峰 基础数学 wangxiaofeng514@hotmail.com 

郭培国 生物数学、分子生物学 guopg@gzhu.edu.cn 

樊军辉 计算天体物理 fjh@gzhu.edu.cn 

陈建二 算法分析、优化问题的参数算法 chen@cse.tamu.edu 

诸葛海 计算机软件 zhuge@ict.ac.cn 

范立生 信息与通信工程、移动通信网络 lsfan@gzhu.edu.cn 

彭凌西 人工免疫和网络安全技术 flyingday@139.com 

高崇志 信息安全 czgao@gzhu.edu.cn 

汪火云 拓扑动力系统 wanghuoyun@126.com 

廖运章 数学课程与教育论 lyzdy@sina.com 

高平 随机偏微分方程 mapgao@gzhu.edu.cn 

唐屹 信息安全技术 ytang@gzhu.edu.cn 

白定勇 常微分方程、生物数学 baidy@gzhu.edu.cn 

曹道民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非线性泛函分析 dmcao@amt.ac.cn 

彭济根 非线性泛函分析、稀疏信息处理 jgpeng@gzhu.eud.cn 

方滨兴 网络与信息安全 fangbx@cae.cn 

田志宏 网络与信息安全 tianzhihong@gzhu.edu.cn 

张彦春 
社会计算和电子健康、大数据与数据挖

掘、算法和应用 
Yangchun.Zhang@vu.edu.au 

殷丽华 网络与信息安全 yinlh@gzhu.edu.cn 

刘春根 非线性分析 liucg@nankai.edu.cn 

mailto:wangxiaofeng514@hotmail.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樊军辉.doc
mailto:fjh@gzhu.edu.cn
mailto:wanghuoyun@126.com
mailto:lyzdy@sina.com
mailto:mapgao@gzhu.edu.cn
mailto:ytang@gzhu.edu.cn
mailto:baidy@gzhu.edu.cn
mailto:dmcao@am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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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

程 

 

周福霖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结构工程 ptan@foxmail.com 

郝洪 结构抗爆、抗震及健康监测 Hong.hao@curtin.edu.cn 

周云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结构工程 zhydxs@163.com 

傅继阳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结构工程 jyfu@gzhu.edu.cn 

崔杰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岩土工程 jcui2009@hotmail.com 

谭平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Ptan@gzhu.edu.cn 

吴成清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Chengqing.Wu@uts.edu.cn 

周孝清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13342884448@163.com 

马玉宏 
建筑结构、桥梁结构等隔振技术、结构

全寿命性态设计、城市防震减灾 

myhzth@gzhu.edu.cn, 

849502749@qq.com 

张春良 动力学与控制 nhzcl@163.com 

刘晓初 市政工程、抗震抗疲劳结构 gdliuxiaochu@163.com 

焦楚杰 土木工程 515509767@qq.com 

荣宏伟 市政工程 rhwcn@139.com 

吴会军 土木工程、暖通空调 wuhuijun@tsinghua.org.cn 

张永山 工程力学、结构抗震和减隔震控制 993486551@qq.com 

刘爱荣 桥梁与隧道工程 Liu-a-r@163.com 

吴玖荣 土木工程、风工程 jrwuce@qq.com 

孙作玉 土木工程，结构工程 sunzuoyu@163.com 

刘坚 土木工程，结构工程 787196372@qq.com 

任凤鸣 土木工程，结构工程 rfm@gzhu.edu.cn 

邓江东 
钢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 

桥梁结构 
Dengjdong@163.com 

江帆 建筑机械 jiangfan2008@gzhu.edu.cn 

mailto:13342884448@163.com
mailto:myhzth@gzhu.edu.cn
mailto:nhzcl@163.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刘晓初.doc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刘坚.doc
mailto:787196372@qq.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任凤鸣.doc
mailto:rfm@gzhu.edu.cn
mailto:Dengjdong@163.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江帆.doc
mailto:jiangfan2008@gz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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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辉 建筑机械 zhangjh@nuaa.edu.cn 

梁忠伟 市政工程 lzwstalin@126.com 

文桂林 
特种装备设计与仪器开发、结构力学与

CAE分析 
glwen@gzhu.edu.cn 

岳士岗 仿生机器智能 Yue.lincoln@gmail.com 

牛利 市政工程、水污染处理 lniu@ciac.ac.cn 

彭峰 光催化、电催化、水污染处理 fpeng@gzhu.edu.cn 

贺鹤鸣 
液态废物的直接固化及防灾和工程防护

研究、水污染处理 
hilltopper@163.com 

蔡卫权 市政工程、吸附材料、水污染处理 cccaiwq@gzhu.edu.cn 

韩冬雪 市政工程、水污染处理 dxhan@ciac.ac.cn 

刘兆清 电化学纳米材料在污水处理中应用 lzqgzu@gzhu.edu.cn 

王家海 化学、化学材料、水污染处理 jiahaiwang@gzhu.Edu.cn 

胡春 市政工程、水污染处理 huchun@gzhu.edu.cn 

闫兵 市政工程、水污染处理、环境毒理 drbingyan@yahoo.com 

吴启航 市政工程、水污染处理 wuqihang@gzhu.edu.cn 

陈迪云 市政工程、水污染处理 cdy@gzhu.edu.cn 

张鸿郭 水污染控制和环境功能材料 hgzhang@gzhu.edu.cn 

 

 

 

 

 

 

 

 

 

 

 

叶祥松 经济统计 Ye_jm501@163.com 

李元 数理统计与金融统计 yli57@hotmail.com 

胡志勇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文本分析在财税、 

审计和金融中应用 
zhyhu65@163.com 

张崇岐 非参数统计与试验设计 cqzhang@gzhu.edu.cn 

涂成林 社会统计 chenglin_1222@163.com 

谢如鹤 物流经济统计与管理决策 583385752@qq.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张建辉.doc
mailto:zhangjh@nuaa.edu.cn
mailto:lniu@ciac.ac.cn
mailto:fpeng@gzhu.edu.cn
mailto:dxhan@ciac.ac.cn
mailto:lzqgzu@gzhu.edu.cn
mailto:huchun@gzhu.edu.cn
mailto:wuqihang@gzhu.edu.cn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陈迪云.pdf
mailto:cdy@gzhu.edu.cn
mailto:5833857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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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王达布希

拉图 
非精确数据的统计理论和应用研究 wangdabu@gzhu.edu.cn 

傅元海 经济统计 fuyuanhai1126@163.com 

孙六全 
数理统计及应用（生存分析，复发事件

和纵向数据，区间删失数据分析） 
slq@amt.ac.cn 

熊健 数理统计 jxiong@gzhu.edu.cn 

王满四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wangmansi@163.com 

黄丽娟 电子商务、物流 huanglijuan66s@126.com 

田长恩 生物统计学 changentian@aliyun.com 

吴志峰 地统计与空间分析 gzuwzf@163.com 

李正辉 风险管理与金融统计 hyperlth@163.com 

叶浩生 心理统计 Yehaosheng0817@163.com 

陈佑武 法治统计 562646028@qq.com 

刘汉中 经济统计学 From8men@gzhu.edu.cn 

邓宏图 经济学 Dengyang 

王建业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wangjianye@gzhu.edu.cn 

曹伟 城乡规划学、城市大数据统计 958710018@qq.com 

刘晖 教育统计与政策研究 741078948@qq.com 

吴开俊 教育经济，教育统计 1595369905@qq.com 

聂衍刚 心理统计 niezi66@21cn.com 

薛小龙 应用统计 Xlxue@hit.edu.cn 

王学通 社会统计 65138316@qq.com 

章典 应用统计 dzhang@gzhu.edu.cn 

张新长 地统计与空间分析 eeszxc@mail.sysu.edu.cn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陈佑武.doc
mailto:562646028@qq.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刘汉中.doc
mailto:Rrom8men@gzhu.edu.cn
mailto:wangjianye@gzhu.edu.cn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曹伟.doc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刘晖.doc
mailto:741078948@qq.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吴开俊.doc
mailto:1595369905@qq.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聂衍刚.doc
mailto:niezi66@21cn.com
mailto:Xlxue@hit.edu.cn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王学通.doc
mailto:65138316@qq.com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张新长.doc
mailto:eeszxc@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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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 
地理模拟、城市内涝、事故灾难、 

犯罪及其它社会安全、应用统计 
liulin1@gzhu.edu.cn 

朱竑 应用统计 Zhuh@scnu.edu.cn 

董旭辉 应用统计 xhdong@gzhu.edu.cn 

徐国良 土壤生物多样性、功能动态、应用统计 xugl@gzhu.edu.cn 

洪义国 应用统计 yghong@gzhu.edu.cn 

庾建设 生物统计学 jsyu@gzhu.edu.cn 

杨莉 生物统计学 yang_li@gzhu.edu.cn 

张元伟 生物统计学 yuanwei.zhang@yale.edu 

孔凡江 生物统计学 kongfj@iga.ac.cn 

刘宝辉 生物统计学 liubh@iga.ac.cn 

董志诚 神经生物学、生物统计学 Zhicheng_dong@hotmail.com 

孔波 神经生物学、生物统计学 kongbo@gzhu.edu.cn 

罗富均 神经生物学、生物统计学 luof@gzhu.edu.cn 

唐珂 神经生物学、生物统计学 tangke@gzhu.edu.cn 

喻德跃 分子遗传学、生物统计学 dyyu@niau.edu.cn 

 

 

 

 

 

mailto:liulin1@gzhu.edu.cn
mailto:jsyu@gzhu.edu.cn
mailto:yang-li@gzhu.edu.cn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孔凡江.doc
mailto:kongfj@iga.ac.cn
file:///C:/Users/ASUS/Documents/WeChat%20Files/fanjunjie2009/导师/2017/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2017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会议材料20170428/刘宝辉.doc
mailto:liubh@iga.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