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2022年公开招聘岗位需求表

需求部门
人员需求计划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人数 学历学位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

电子信息学院

专任教师
电子工程、微电子、
自动化、电气工程等

相关专业

3 博士研究生

1、聘任为教学科研型专任教师（理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科研工作为
主，每2年至少申报省部级及以上纵向课题1项。
2、可担任专业带头人，承担专业建设。
3、能够用英语授课, 能够承担中外合作办学和海外办学相关专业课程的授课。
4、履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的岗位职责。

1、“双一流”院校优先。
2、有企业工作经历者优先。
3、博士无正高级职称者40岁以下优先。
4、正高级职称50岁以下优先。

专任教师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专任教师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
新能源汽车、智慧交

通等相关专业
1 博士研究生

产业互联网学院

专任教师 通信技术及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1、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具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
水平和工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2、具有通信技术相关专业背景，能在通信技术相关专业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
平，能进行相关课程开发；                                                                        
3、能从事通信技术相关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教授及博士优先

专任教师 物联网及相关专业 1

1、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具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
水平和工作能力 ，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2、具有物联网应用技术相关专业背景，能在物联网应用技术相关专业具有较高
专业技术水平，能进行相关课程开发；                                                                        
3、能从事物联网技术相关教学、科研工作

教授及博士优先

专任教师
计算机及相关技术专

业
4

1、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具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
水平和工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2、承担云计算、网络技术、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开发，具有较
高专业技术水平；                                                       
3、能承当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云计算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教学、课程开发
、科研工作。

教授及博士优先

人工智能学院

专任教师 软件技术及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1、熟练掌握软件开发、前端设计、软件测试、数据库开发、管理与应用等技术
2、能从事软件技术专业相关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1、35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或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优先
2、具有良好政治素养与师德风貌，热爱教育事业
3、博士及以上学位、副高及以上职称、带有学术成果者优先

专任教师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

能等相关专业
1

1、熟练掌握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大数据运维、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数据挖
掘等技术
2、能从事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关教学、科研工作

1、35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或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优先
2、具有良好政治素养与师德风貌，热爱教育事业
4、博士及以上学位、副高及以上职称、带有学术成果者优先

专任教师
人工智能、大数据、
智能控制等相关专业

3
1、熟悉掌握人工智能算法、软硬件开发、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模式识别、视
觉处理等技术
2、能承担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相关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1、具有良好政治素养与师德风貌，热爱教育事业
2、博士及以上学位、副高及以上职称、带有学术成果者优先

数字商务学院 专任教师
计算机软件、大数据

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承担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1. 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履行人民教师的职责与义务，爱岗敬业，
为人师表，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2. 35周岁以下、应届毕业生或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优先



需求部门
人员需求计划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人数 学历学位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

数字艺术学院

专任教师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三维游戏美术方

向）
2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能够胜任三维游戏角色制作、场景制作、动作设计等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
作

熟悉生产流程，熟练掌握3Dmax、Zbr ush、等相关软件。
在游戏公司从事三维游戏美术工作2年以上，30周岁以下优先。

专任教师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游戏策划方向）

1 能够胜任游戏概论、游戏策划、游戏设计等课程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在游戏公司从事游戏策划类工作2年以上，30周岁以下优先
熟悉游戏策划流程，具有一定的游戏理论研究能力。

专任教师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游戏赛事直转播方
向）

1 能够胜任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相关专业课程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统筹管理能力，熟练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软硬件技术设备
有大型活动导演相关工作经验或影视表演的相关专业工作经验或高校教学经验者优先

专任教师 交互设计方向 1 能够胜任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相关专业课程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熟悉网页或移动端APP设计流程，具备交互设计理论和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
具备移动端APP产品开发、H5页面设计能力；
有互联网产品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专任教师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引擎应用方向）、
计算机类、艺术设计
、数字媒体、动画等

相关专业

1 能够胜任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相关专业课程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
掌握Uni t y、虚幻引擎应用技术，熟悉3ds  Max、Maya等三维动画软件者优先；
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应届毕业生优先。

教育与健康学院 专任教师
大数据技术及相关专

业
1 博士研究生 承担相关专业课程教学、课程开发、科研工作学及对外服务工作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为人师表。

基础教育学院

专任教师
物理、电子信息等相

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从事物理及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课程开发和教科研工作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为人师表。
具有博士学历学位优先。
应届毕业生优先。

专任教师 数学专业 1 从事数学课程的教学、课程开发和教科研工作，辅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为人师表。
具有博士学历学位优先。
应届毕业生优先。

专任教师
物理、电子信息等相

关专业
1 从事物理及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课程开发和教科研工作。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为人师表。
具有教授职称优先
45周岁及以下优先。



需求部门
人员需求计划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人数 学历学位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

通用能力教学部

专任教师 心理学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1. 具有良好沟通能力，承担心理健康及沟通类课程教学、课程开发、教科研工
作。 
2. 开展心理素质类活动 。 
3. 进行心理咨询及心理危机干预 。  
4. 开展心理素质类科学研究。

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对高等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35周岁及以下优先。 

专任教师
数学、统计学等相关

专业
1

承担微积分、代数、概率论，统计学等相关课程教学、课程开发和教科研工作
。

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对高等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有数学建模比赛或带队比赛经验者优先。
35周岁及以下优先。 

专任教师 体育及相关专业 1
1. 承担体育类相关课程教学、课程开发、教科研工作，信息化教学能力强。
2. 组织策划大型体育活动及赛事
3. 带队参加比赛

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对高等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有组织策划大型体育活动及赛事经验者优先
有带队参加比赛经验（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
35周岁及以下优先。 

学校办公室 机要文秘
文秘、中文、教育管

理等相关专业
1

1) 全日制大学
本科学历及学

位; 或 ( 2) 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或学位

1. 负责撰写公文和起草学校工作报告、重要讲话稿等各类文字材料，做好各类
上报或下发公文及其它文字材料的初审把关，并做好呈批、印发、归档等工作
。
2. 围绕学校总体工作部署和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做好综合性材料的收集整
理，做好分析研究并撰写调查报告，及时准确提供信息、意见和建议。
3. 负责机要文件管理以及学校收发文件管理，做好办公室文书立卷和归档工作
。
4. 协助办公室主任做好综合管理服务，组织协调等工作，做好接待群众来访与
各类信件的处理。
5. 协助做好各类会议活动组织协调及接待服务工作。

1. 中共党员，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2. 熟练掌握各类公文管理和使用，具有较高的文字处理水平，掌握现代化办公手段。
3.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良好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团队意识强，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敬
业精神。 
4. 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保卫处

安保管理干
事

计算机、自动化、安
全、消防工程、保卫

等相关专业
1

1) 全日制大学
本科学历及学

位; 或 ( 2) 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或学位

1. 负责学校安保队伍日常管理，对保安队伍开展培训工作，标准化建设管理，
日常行为规范等事项。
2. 对新入职保安员的培训，规范制度、规程、履职等项工作。                 
3. 落实安保队伍的微型消防站工作，检查安保队伍的训练计划，落实执行情
况，开展、检查、总结演练工作。
4. 协助查处一般治安案件，协助完成消防、治安、交通、环保等安全等保卫工
作的宣传和安全检查工作，协助完成大型活动的保卫工作。

1. 熟悉国家、北京市各项安全保卫法规及公安工作的各项政策法令，学校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2. 具有很强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能力，良好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意识和组织协调能
力，熟练掌握现代化办公手段。
3. 具有一定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4.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保卫制度，严守遵守保密制度。

消防干事
计算机、自动化、安
全、消防工程、保卫

等相关专业 
1

1. 建立健全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工作规程。
2. 积极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制定防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3. 组织、推进系统安全信息化建设，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效率。              
4. 确定消防重点部位，做好各项防火检查记录，建立健全消防安全档案，按时
上报校区消防信息。
5. 坚持校区消防设施每天巡查制度，组织防火检查，在火灾易发季节和重大节
日前要反复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改。

1. 熟悉国家、北京市各项安全保卫法规及公安工作的各项政策法令，学校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2. 具备信息系统、网络管理等相关知识，管理知识。
3. 具有一定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4.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保卫制度，严守遵守保密制度。

总务处
医生

临床、中医等相关专
业 

1 大学本科 医务室日常诊疗工作，做好传染病的宣传、防治工作 具备医师执业证、医师资格证；具备初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护士 护理及相关专业 1 大学本科
做好医务室日常消杀工作、协助医生做好日常诊疗工作，做好药品管理及医疗
废物的处理工作

具备护士职业证

继续教育学院

培训主管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教育技术、教育管

理等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负责教师发展中心全面管理，包括常规管理，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课程体系建设
及课程开发，指导教师培训项目申报与实施，策划开展校内外专兼职培训师培
训等。

1. 具有较强的政策解读、写作和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强；
2. 具有计算机、教育、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
3. 熟悉职业教育改革各项政策和制度；熟悉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基本规律；熟悉课程开发基本方
法，有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教学、教务、科研、培训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4.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开拓创新精神。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5. 具有高级职称( 特别是高校教育管理研究高级职称) 者优先。



需求部门
人员需求计划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人数 学历学位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
继续教育学院

培训教师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教育管理、教育技

术等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负责校内外教师培训及培训课程开发、建设等相关工作，包括教师培训教学实
施、课程开发及教研科研、教师培训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

1. 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教学管理和信息化知识；
2. 计算机、教育学、教育技术等相关专业背景；
3. 具有较强学习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及实践能力和教材编写能力。
4. 学习能力强，具有终身学习的意愿；教学功底扎实，热爱培训教师岗位，对学员耐心，肯于付
出；身体健康，具有奉献精神。
5. 具有3年以上高等院校专任教师工作经历，有信息化教学课程、网络课程开发成果者优先；
6.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中级职称者优先。

教务处
招生综合管

理干事
不限 1

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或学位

1.  负责招生办公室文件整理、归档，资产管理以及招生办公室日常内勤工作；
2.  负责招生办公室管理资料的保管以及内审、系统录入工作；
3.  负责本部门办公设备的登记、报修和管理工作；
4.  各类信件收发；招办文件及各类资料的周转和登记工作；
5.  按照上级要求负责报送部门各种数据和部门的统计工作；
6.  协助招生和宣传干事进行招生宣传、组考、新生满意度调查统计、核对宣传
资料等工作；
7.  承担专业课报名、收费和发放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等工作；
8.  负责咨询室组织管理工作，承担来访接待、网络咨询等工作； 
9.  做好部门会议的记录及有关工作；
10.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学生处
学生教育管

理
不限 5

1) 全日制大学本
科学历及学位;

或 ( 2)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或

学位

1.  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掌握学生动态，及时给以教育、疏导。
2.  按照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大纲的要求，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学生有效进行
日常性思想政治教育、法纪教育、学风教育。
3.  抓好学生党建工作，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培养、发展和学生党员的教
育管理工作。
4.  根据学院的要求，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的规律，积极开展大学生教
育管理的理论研究，并把理论成果运用于工作实践中去。
5.  按照学院要求，从事学生资助等学生管理服务相关工作。
6.  按照学院要求，有效组织学生参加上级单位以及学院所部署的相关活动，并
能够随队工作，如带队军训、带领学生外出调研等。
7. 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

1. 政治立场坚定，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并愿意长期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遵守教师职业道德，恪守工作纪
律。
3. 具有履行应聘岗位所需的理论业务知识和计算机操作能力。
4. 身心健康，心理素质良好，能全面履行岗位职责，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5. 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优先。
6. 中共党员优先。
7. 思政类、教育类、管理类专业优先。，

国际教育部

汉语教师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1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或学

位

1.  负责承担学校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任务；                                          
2.  开展国际汉语教学教研活动；                                                       
3.  指导留学生参加校内外汉语和中国文化竞赛等活动；                                       
4.  参与留学生管理，及时关注留学生动态，研究改进教学；                                    
5.  积极参加各类教研活动；                                                              
6.  主持、参与校内外科研课题研究；                                                    
7.  组织、参与教材编写；                                                               
8.  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教学能力大赛等活动

1. 语言水平：英语CET6级以上；普通话标准；
2. 能力要求：具有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课程设置、教学评估、教师培训等方面的能力或经验；了解
和掌握中国文化基本知识和当代中国概况，具有良好的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能力；具有熟练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并服务于教学的能力；具有2年以上教龄且从事对外汉语、中文、外语、教育等专业教学
工作者优先考虑；                                                                                                                                        
3. 其他条件：身心健康，诚实、正直，性格开朗，具有良好的沟通和交往能力；爱岗敬业，具有团
队精神；适应性强，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汉语教师 俄语专业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