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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学院文件  

保护区发〔2018〕1 号 

自然保护区学院 2018 年教师招聘工作方案 

按照《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开展 2018 年教师招聘工作的

通知》（北林人发〔2017〕94 号）、《北京林业大学师资队伍

补充工作的暂行办法》（北林人发〔2011〕70 号）、《自然保

护区学院师资队伍补充工作实施细则》文件要求，为进一步

做好我院 2018 年教师招聘工作，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工

作方案。 

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雷光春 徐迎寿 

成员：任忠诚 徐基良 张明祥 沈一岚 李  凯 

秘书：高俊琴 邢韶华 赵玉泽 

二、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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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条件确定 

1、应聘人员需取得国外知名院校、国内重点高校或科

研院所的博士学位。 

2、应届博士毕业生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以第一作者或

者独立作者正式发表（或接收）不少于 3 篇 SCI（正式见刊

至少 2 篇）检索收录期刊论文（近四年内，不含会议论文）

且累计影响因子达 5.0 及以上；或 1 篇一区 SCI；或 2 篇二

区 SCI。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岁。 

3、留学归国、博士后出站人员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以

第一作者或者独立作者正式发表（或接收）不少于 4 篇 SCI

（正式见刊至少 3 篇）检索收录期刊论文（近四年内，不含

会议论文）且累计影响因子达 6.0 及以上，或单篇影响因子

达 6.0 及以上；或 1 篇一区 SCI；或 2 篇二区 SCI。年龄一般

不超过 35 岁。 

4、应聘人员学科背景需与学院学科专业方向一致或相

关交叉。 

5、为优化学缘结构，原则上不接收本校毕业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或博士后出站人员。对于我校特别优秀的应届博士

毕业生，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以第一作者或者独立作者正式

发表（或接收）不少于 5 篇 SCI（正式见刊至少 4 篇）检索

收录期刊论文（近四年内，不含会议论文）且累计影响因子

达 8.0 及以上；或累计影响因子达 12.0 及以上；或 1 篇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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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或 2 篇二区 SCI。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岁；对于我校特

别优秀的博士后出站人员，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以第一作者

或者独立作者正式发表（或接收）不少于 6 篇 SCI（正式见

刊至少 4 篇）检索收录期刊论文（近五年内，不含会议论文）

且累计影响因子达 9.0 及以上；或 1 篇一区 SCI；或 2 篇二

区 SCI。或累计影响因子达 14.0 及以上，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岁。 

（二）招聘程序 

1、资格审核 

按照学院公布的招聘条件，由学科和教研室共同对应聘

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并向学院招聘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呈报“自然保护区学院 2018 年教师招聘应聘人员

资格审核情况表”（附件一）。对于共同第一作者 SCI 论文，

排第一的作者成果完全统计；排第二的作者，一区、二区文

章算 1 篇 SCI 论文、0.5 倍影响因子，三区、四区文章算 0.5

篇 SCI 论文、0.5 倍影响因子；其他作者不再统计。SCI 论文

影响因子以文章正式见刊当年或近 3 年平均影响因子就高统

计。在资格审核过程中，如出现争议的情况，交由领导小组

讨论决定。 

2、学科考核 

1）对于资格审核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员，由领导小组根

据其研究方向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匿名学术水平认定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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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意见。 

2）领导小组根据学术水平认定结果，按照不低于 1:3 的

比例确定学科面试名单。 

3）由学科组织本学科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对

应聘人员进行面试打分并排序（附件二 自然保护区学院师

资补充面试评价评分表），按 1:3 的比例向领导小组提交《自

然保护区学院 2018 年教师招聘学科面试排序推荐名单》（附

件三）。 

3、学院考核 

1）学院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学科推荐名单后，由学院组

织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学院党政主要领导、教代会主任（或

副主任）、相关教研室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进行学院考核。 

2）学院考核包括笔试和面试，面试包括：相关课程试

讲 15 分钟；研究方向、岗位认识及工作目标讲解 10 分钟；

提问回答环节。学院考核时间为 3 月 13 日。 

3）到会评委进行综合评分（附件二 自然保护区学院师

资补充面试评价评分表），根据排序结果确定推荐人选，并

将推荐排序结果交由领导小组审定。 

4）在领导小组审定推荐人选后，学院党委负责调研走

访原毕业院校或以函调考察等形式，对其思想政治情况进行

调查了解。 

4、结果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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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考核结果及思想政治考察结果经党政联席会议审

定后对拟上报人员进行公示，再上报学校。 

5、学院考核监督程序 

计票人：高俊琴 邢韶华 赵玉泽 

监票人：马  静 

（三）时间安排 

1、网上申报。2017 年 12 月 22 日前，学院在招聘系统

提交招聘岗位介绍、招聘条件等信息，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确定学院教师招聘工作方案。 

2、简历投递。2017 年 12 月 23 —2018 年 3 月 1 日，应

聘者网上投递简历。 

3、资格审核：2018 年 3 月 1 日—3 月 5 日，开展简历

初审，对学术成果进行认定，确定符合面试资格人员。 

4、面试考核。3 月 13 日前完成学科、学院面试考核。 

5、上报名单。2017 年 3 月 16 日前，对拟录取人员进行

政治审查。3 月 16 日对招聘结果进行公示，完成学院招聘环

节。学院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向学校上报拟接收人员名单。 

三、其他 

未尽事宜，另行补充。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 

2018 年 1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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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然保护区学院 2018 年教师招聘应聘人员资格审核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博士毕业院校 科研成果 
是否符合

招聘条件 

是否同意参加

学科面试 

备注（注明不

符合条件情

况） 

                  

                  

                  

                  

                  

         

         
教研室主任（签字）： 日期： 学科负责人（签字）： 日期： 

 
         



-7- 
 

附件二 自然保护区学院师资补充面试评价评分表 

姓名： 

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得分 

基本

情况 

学术背景 15 有较好专业学术背景  

科研情况 15 是否参加过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论文发表 20 在本学科专业领域论文发表情况  

学科相关度 10 从事研究与拟引进学科、专业相关程度  

面试 

语言表达能力 10 回答问题准确、到位，语言简练  

逻辑思维能力 10 具备较强的正确、合理思考的能力  

试讲 讲课水平 

10 讲课富有热情，有感染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10 教学内容熟练，讲授思路清晰，表达简练准确  

总分  

综合

评价 

综合素质 30 基础扎实，综合能力较强  

教学水平 30 有良好的教学基本功和业务水平  

科研能力 40 具有较大的科研潜力  

总分  

是否同意招聘 不同意（     ）  基本同意（     ）  同意（     ） 

 

注：基本情况+面试+试讲的累积得分和综合评价的得分均应超过 80 分才视为有资格被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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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自然保护区学院 2018 年教师招聘学科面试排序推荐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博士毕业院校 科研成果 
面试推荐

排序 
备注 

                

                

                

                

                

        

        
教研室主任（签字）： 日期： 学科负责人（签字）： 日期： 

 
        

 



 

- 9 - 
 



- 10 - 
 

 

 

 

 

 

 

 

 

 

 

 

 

 

 

 

 

 

 

 

 

 

 

 

 

 

 

 

 

 

 

 

 

 

 

 

 

 

自然保护区学院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1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