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旅游学院2021年人才需求计划表

序号 联系方式、简历接收邮箱 岗位
代码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需求人

数
学历学位

要求 岗位要求

1

高层次人才                                     
(联系人：陈老师

办公电话： 0773-3694008
邮箱： glgccrc@163.com）

01 高层次专任教师 学校相关专业 不限 具有博士学位。

2

旅游管理学院                                           
(联系人：韦老师；

联系电话： 13807734344；             
邮箱： 287116615@qq.com）

02 旅游管理专任教
师

工商管理、高等教
育学、心理学相关

专业
4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第一学历为本科；本硕专业相近，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①第一
作者发表过1篇以上CSSCI论文或1篇以上北核论文或主持过1个以
上省部级课题。②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且有丰富的行业经验。①②条
件具备一项）；                                                                                        
2.双一流高校毕业优先，行业经验丰富者优先（总监以上级别工作
5年以上）可适当放宽学历条件。

03 风景园林专任教
师

风景园林、建筑学
、地理学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第一学历为本科；本硕专业相近，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①第一
作者发表过1篇以上高水平论文。②主持过 1个以上省部级课题。
①②条件具备一项）。
2.985或211高校毕业优先，有丰富行业经验者优先。

3

酒店管理学院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13607731340；         
邮箱： 46006900@qq.com

04 酒店管理专任教
师

酒店管理、旅游管
理或相近专业 7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第一学历为本科；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非应届硕士研究生具备
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①第一作者发表过1篇及以上CSSCI论文或2
篇及以上北大核心论文；②主持过1个及以上省部级课题；③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④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项以上）。
双一流高校毕业或具有本科教学经历者优先。
2.年龄在30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者40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

4

商学院                                                  
(联系人：胡老师；                           

办公电话：0773- 3691025；
邮箱： 568069272@qq.com）

05 经济与金融专任
教师

金融学、金融工程
、金融科技或相近

专业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本硕专业相近；
2.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年龄可放宽到45周
岁以下；

06 财务管理专任教
师

会计学、财务管理
、金融学

、企业管理
（财务或会计方
向）或相近专业

4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年龄可放宽到45周
岁以下；

5

文化与传播学院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18178833613 ；                 
邮箱： 931196217@qq.com）

07 传播学专任教师 新闻传播学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具有高校教学经历的副教授或有行业经历的副主任记者；
2.年龄在45周岁以下。



6

休闲与健康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 15878329690；                
邮箱：

183342203@qq.com）

08 烹饪与营养教育
专任教师

烹饪科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

、营养与食品卫生
学或相近专业；

2 本科及以
上

1.烹饪专业：本科学历，5年以上行业经历且具有烹饪类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或具有3年以上高校烹饪类专业教学经历或获得省级以上
烹饪大赛金奖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技能竞赛获二等奖以上。
2.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且
第一学历是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研究方向聚焦在烹饪食品加工领
域。
3.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
且第一学历是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研究方向聚焦在烹饪食品加工
领域。

7

人事处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773- 3678270；                 
邮箱： gltursc@163.com）

09 党政办公室行政
人员一 专业不限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年龄在30周岁以下；
3.第一学历为本科；
4.政治素质过硬，品行端正，明大体，识大局，讲奉献，具有较强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敬业爱岗，团队协作精神强；
5.具体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协调与沟通能
力强，能熟练运用有关办公软件。

10 党政办公室行政
人员二

教育学、法学
、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等学科、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土木
工程等学科相关专

业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年龄在30周岁以下；
3.第一学历为本科；
4.热爱高校机关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处事
稳重，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
5.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文字表达综合能力，能快速掌握学校相关政
策，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及相关办公软件。

11 党委宣传部行政
人员

新闻传播学、
哲学、法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

、政治学、中国
语言文学、公共管

理一级学科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及相关办公软件；
3.年龄在35周岁以下；
4.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优先。

12 人事处行政人员 专业不限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 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及相关办公软件；
3. 年龄在30周岁以下。

13 学生工作部
（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国语言
文学、新闻

传播学及美术学相
关专业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及相关办公软件；
3.热爱互联网和文字类工作，熟悉各类新媒体，了解网络社会化媒
体传播形式；有敏锐的网络热点捕捉力，擅于信息的搜集与编辑整
理，网络阅读广泛，采集、整合资料能力强；
4.年龄在30周岁以下；                                                                              
5.具有运营易班、微信、微博、网站编辑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可适当放宽年龄。

14 教务处行政人员
汉语言文学、高等
教育、教育学原理

或相近专业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熟悉高校教务管理工作;
2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及相关办公软件；
3.具有一定数据统计分析、资料整理能力；
4.能够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知识和相关政策；
5.年龄在30周岁以下。

15 图书馆行政人员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图书馆学 1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1.年龄在30周岁以下；                                                                                        
2.有图书馆工作经历者优先，可适当放宽年龄。



8

人事处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773- 3678270；               
邮箱：

355221422@qq.com）

16 实验技术人员

酒店管理、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3 硕士及以
上

1.年龄在30周岁以下；
2.能够胜任酒店管理专业相关实验课程；
3.有相关实验室管理或设备维护经验者优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网络

技术
或相近专业

1.年龄在30周岁以下；
2.能够胜任数据库原理、网页设计、图形图像设计等实验课程；
3.有相关实验室管理或设备维护经验者优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或相近专业

1.年龄在30周岁以下；
2.具有大数据背景；
3.能够承担旅游大数据应用案例分析、云计算技术概论
、虚拟化技术及应用、容器技术、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分布式计
算与存储技术、基于web可视化技术及应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及
应用、Hive数据仓库技术
、多元回归分析原理、Web前端高级编程、算法分析与设计、软
件工程、Spark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Python web编程框架中相关
实验课程；
4.有相关实验室管理或设备维护经验者优先。

合计 30

注：1.具有本科院校教学经历，并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或具有行业经历的优先考虑。2.年龄计算截止至报名结束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