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大学概况
西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校园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缙云山。学校现有 55 个一级学科，其中硕士学位授权点 51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2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2 个。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37 个省部（市）一级重点学科。学校科研实力雄厚，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 个、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 1 个、教育部或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10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个、“111 计
划”创新引智基地 3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2 个、农业部科学观测实验站 2 个、
国土资源部野外基地 2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1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3 个。“十二五”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教育部普通高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 余项。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12 人，“长江学者”13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2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4 人。近五年
学校科研立项数量和经费年增幅均达 33%以上，获“973”“863”等国家级项目 700
余项。学校化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农业科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
学 6 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 1%。

二、经济管理学院概况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始建于 1952 年由四川大学、贵州大学和川北大学等经济
管理学科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一批归国教授组成的西南农学院农经系。
2005 年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2006 年由西南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数学财经学院的会计专业、历史文化与旅游管
理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合并组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学科涵盖经济学和管理
学两大学科门类，有机融合、综合发展，形成了以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为核心的优势学科群，以及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办学体系。学院是全
国首批获得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的院校之一，从 1986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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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应用经济学一级学
科博士点、统计学（经济统计）博士点；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 个一级
学科硕士点：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1 个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
点：政治经济学； 5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硕士（MPAcc）、
旅游管理硕士（MTA）、金融硕士（MF）、农业硕士（MAE）的农村发展和农业管
理领域；7 个本科专业：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经济学、金融学，其中农林经济管理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和重庆市特色专业，会计
学是重庆市特色专业。3 个重庆市重点学科：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学院现有教职工 158 人，专任教师 134 人。其中，教授 34 人，博士生导师 21 人，
副教授 49 人，硕士生导师 59 人。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 101 人，约占 75%，有
国外留学经历的 67 人。拥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6 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 1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青年学者 1 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 人，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
术类）1 人，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特支计划 2 人，重庆市“巴渝学者”1 人，
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3 人，重庆市学
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9 人。
学院招收和培养经济学、管理学专业本科生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招收硕士生和
博士生 30 多年的历史。累计培养了本科生近 50000 人，硕士研究生 4000 余人，博士
研究生 400 余人；学生分布在各行业，涌现出院士和长江学者等学界才俊、高级行政
和工商管理人才、知名企业家等，在用人单位获得了广泛赞誉。学院现有在校学生 4000
多人，分别在本科、硕士、博士、MBA、MPAcc、MTA、MF、MAE 等学位项目中
学习。学院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优秀的办学条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目前
在校外国留学生 200 多人，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学院同时承担了由西南大
学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合作设立、同时冠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西
塔学院的经济学专业本科联合培养教学计划。学院还同挪威 BI 商学院、美国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多家海外知名院校签署了本科阶段 2+2、攻读硕士
和学生交换协议，每年可以为各类学生提供到海外高校交换学习的机会。
学院一贯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的方针，推动学科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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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十五”以来，先后承担了科技部十五重大科技攻关专项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 3 项、国家科技部重大软科学研究计划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
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等国家级项目近 100
项，省部级项目近 400 项，科研经费总额达 1 亿元。出版专著译著、国家和部级规划
教材 80 余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 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Agricultural Economic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等国内外权威刊物和
高水平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0 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80 余项；
其中，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2 项、三等奖 4 项。

三、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需求专业发展概况
（一）需求专业发展情况
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于 1982 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6 年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0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为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点。农林经济管理系共 21 名教师，其中
教授 8 人，博士生导师 7 人，国务院农经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教育部农经本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农业硕士专委会委员 1 人，教育部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 1 人，
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含后备人选）4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教
授 8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5 人，拥有博士学位 19 人，有国外留学经历 11 人，职称
学历较高，年龄结构合理。师资实力雄厚、学科平台良好、办学体系完善，取得了显
著的学术成果和丰硕的社会成就。农林经济管理系在“十二五”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包含 CSSCI、SSCI、SCI 论文 50 余篇，在《Agricultural Economics》
《Economic Modelling》
《Health MED》《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科
研管理》《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等学科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成功
申请到了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合计 16 项，国务院各部门项目、省级社科基金项目等纵向课题总计 50 余
项，总经费达 500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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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学专业
西南大学是重庆地区最早构建经济学学科的高校之一，目前已经构建了包括政治
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统计学在内的合理的学科体系，建
立起了稳定而有特色的重点研究方向，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拥有经济学本科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之经济统计方向等办学层次，形成了本科生、学术型
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办学体系。经济学系现有在职教师 25 人，其中 8 名教授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3 人，10 名副教授，获得博士学位 20 人，有国外留学经历的
13 人，已有 3 名省级学科带头人和 1 名校级学科带头人。经济学系教师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科院、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在“十二
五”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200 多篇，CSSCI、SSCI、SCI 来源期刊 200 多篇，研究成果见
诸于《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动态》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科学》
《财贸经济》
《统计研究》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cientific Reports（Nature
子刊）》等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期刊。
3.金融学专业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财政金融系拥有金融学本科专业、金融学硕士学位授权
点、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授权点、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农
村财政与金融研究方向、应用经济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之金融与财务研究方向等
5 个办学层次，形成了本科生、学术型硕士、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办学体
系。财政金融系现有在职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7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副教授 7 人，
讲师 11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 2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1 人，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获得者 1 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特支计划 1 人，全国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
3 人，重庆市学术带头人 3 人，重庆市哲社领军人才 2 人，巴渝学者 1 人，有国外留
学或短期访问经历的 14 人，基本形成了职称结构、年龄梯队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结
构。财政金融系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其
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国家重大软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教育部、重庆市级项目和横向课题 30 多项。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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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200 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研究参考等全文转载，在全
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 项，其中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获得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5 项，
其中，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5 项；重庆市发展研究奖 3 项。
4.会计学专业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拥有会计学本科专业、会计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会计专业硕士（MPAcc）专业学位授权点、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之
会计学方向等多个办学层次，形成了本科生、学术型硕士、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等
多层次办学体系。会计学系现有在职教师，学科队伍共有 26 人，其中教授 4 人，博
士生导师 2 人，副教授 11 人；获得博士学位 15 人。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后备）1 人，
重庆市学术带头人 1 人，有国外留学经历的 10 人。会计学系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重庆市级项目和横向课题 50 多项。
在《经济研究》
《会计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财经研究》等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研究参考等全文转载。其间，获得财政部
与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杨纪琬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5.工商管理类专业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拥有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两个本科专业、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授权点、农林经济管理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之企业经营管理方向等多个办学层次，形成了本科生、学术型
硕士、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办学体系。企业管理系现有在职教师共 26 人，
其中教授 7 人，博士生导师 5 人，副教授 8 人；获得博士学位 22 人。重庆市学术带
头人（后备）2 人，有国外留学经历的 15 人。企业管理系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 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7 项，教育部、
重庆市级项目和横向课题 60 多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等各类期
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获得重庆市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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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等奖等各级各类奖项 10 余项。

（二）科研平台
学院目前拥有中国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
心、西南大学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西南大学重庆市技术转移示范中心四个省部级
科研平台，拥有中国西部非公经济发展与扶贫反哺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农村
金融与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等校级科研平台，学院内部还设立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会
计研究中心、企业研究中心等院级科研平台。此外，学院还与重庆大学和西南政法大
学建立了战略协同创新中心、与重庆蓝洋集团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建设了学科实习
基地、与石柱县成立了长期协作研究发展基地。

四、2019 年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人才招聘计划
（一）2019 年博士人才需求与招聘计划
需求学科
学科
代码
0201

0202

招聘计划

一级学科目录

二级学科目录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2

国民经济学

2

区域经济学

2

财政学

2

原则上要求通

金融学

2

过英语六级；农

产业经济学

2

林经济管理原

统计学

4

则上需要海外

4

留学经历，应用

企业管理

4

经济学、工商管

旅游管理

2

理有海外留学

技术经济与管理

2

经历优先。

应用经济学

学历

会计学
1202

1201

1203

工商管理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

人数

单位补充及细化条件

2
农业经济管理

2

林业经济管理

2

食物经济管理

2

6

基本条件

学术条件

在学科领域
权威期刊或
SSCI、SCI 检
索期刊上发
表论文 1 篇，
或

发

表

CSSCI 论文 3
篇；专业潜质
好。

（二）招聘对象及条件
1.英语至少要达到国家六级水平；
2.农林经济管理原则上需要海外留学经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有海外留学经
历优先。
3.在本学科领域权威期刊或 SSCI、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或发表 CSSCI
论文 3 篇；专业潜质好。
4. 2019 年能够顺利拿到高校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三）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1. 学校给予海外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海内外博士
和博士后的待遇如下：
（1）给予海外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教授 120 万安家费、200 万科研资助经费、年
薪为 60-80 万元；
（2）给予海外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副教授 60 万安家费、100 万科研资助经费、
年薪 40 万元；
（3）给予海外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助理教授 36 万安家费、50 万科研资助经费、
年薪在 30 万元；
（4）给予世界排名前 100 位大学博士 20-30 万安家费、10-15 万科研资助经费；
（5）给予海外博士或博士后 15 万安家费、10 万科研资助经费；
（6）给予国内博士 10 万安家费、5 万科研资助经费；给予国内全职博士后薪酬
待遇分为 100 万元（达到学校规定的 I 类出站条件）、 60 万元（达到学校规定的 II
类出站条件）、 30 万元（达到学校规定的 III 类出站条件）三个类别。
2. 学院给予海外优秀博士 20-30 万的科研启动经费，给予国内优秀博士 5-20 万
的科研启动费。
3. 学院为新进博士提供在西南地区最具有竞争力的年薪，具体视教学和科研业
绩而定。
4. 具有学校认定的 A 类成果 5 项，其中国外 A3 或国内 A1 级论文 2 篇，或 A
级论文、A 级著作或 B 级（其中国家级一级证书署名，省级一、二等奖排名前 2，省
级三等奖排名第 1）获奖合计 10 项，且有 10 个月以上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可直聘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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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5. 为讲师、新进博士提供两人一间约 15 平方米的工作室，为副教授、教授提供
约 20 平方米的独立工作室（配座椅、电脑等设备）。

（四）我们的优势
1. 西南大学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系重庆市前三
位的初中、高中）等，能够为教职工子女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
2. 西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有着百年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沉
淀。
3. 重庆作为中央年轻直辖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而且重庆市房
价便宜，均价在 7000-9000 元/平方米。
4. 学校坐落于国家 AAAA 级风景区——缙云山麓、嘉陵江畔，是闻名遐迩的花
园式学校，教育部表彰的文明校园。
5. 学院拥有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经济统计）等三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
6. 学院正在着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应用经济学教学科研团队和工商管
理教学科研团队。
7. 学院领导班子年轻化程度高，有着蓬勃朝气。

五、应聘者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新（人事秘书）
联系电话：023-68251299
Email：yangxchr@swu.edu.cn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400716
学校网址：http://www.s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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