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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人才推荐
编号 20180201
学科：工程力学+学位：博士+职称：博士后研究员 +年龄：32+毕业学校：【中】大连理工大学
编号 20180202
学科：韩国语教育+学位：博士（在读）+职称：无+年龄：23+毕业学校：【韩国】首尔大学
编号 20180203
学科：凝聚态物质和材料物理+学位：博士（在读）+职称：无+年龄：28+毕业学校：【英】伦敦大学学院
编号 20180204
学科：交通系统工程+学位：博士（在读）+职称：无+年龄：30+毕业学校：【韩】国立韩国交通大学
编号 20180205
学科：法学专业+学位：博士（在读）+职称：审判员+年龄：36+毕业学校：【韩】韩国成均馆大学
编号 20180206
学科：影像传播+学位：博士+职称：无+年龄：28+毕业学校：【韩】韩国檀国大学
编号 20180207
学科：病原生物学+学位：博士+职称：博士后+年龄：34+毕业学校：【中】 北京大学
编号 20180208
学科：土壤学+学位：博士+职称：中级+年龄：36+毕业学校：【意大利】 意大利费德里克二世大学
编号 20180209
学科：精神卫生，公共卫生+学位：博士+职称：无+年龄：30+毕业学校：【英】伦敦大学
编号 20180210
学科：化学工程 +学位：博士+职称：无+年龄：32+毕业学校：【中】南京工业大学

简历索取请联系：
编号 20180201-20180203

张璐

编号 20180204-20180206

娄亚琼

编号 20180207-20180208

马苹苹

编号 20180209-20180210

张璐

索取简历联系邮箱：zhaojia@eol.cn

快讯

活动预告：2018 年高校海外人才招聘会
各有关高校:
在我国大力推行人才强国战略，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中国教育在线学术桥主办以“创
业创新，服务发展，强校兴国”为主题的“2018 年度，第 23 届—26 届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会”
将于 2018 年 3 月、5 月、10 月在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全球人才 聚集地召开 。
活动日程：
2018 年 3 月 1 日-10 日

网络视频招聘+英国现场招聘会

2018 年 5 月 24 日-28 日

网络视频招聘+澳大利亚现场招聘会

2018 年 10 月 22 日-28 日

网络视频招聘+美国现场招聘会

会议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加快推进科教
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宗旨，采用网络视频招聘和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以招、择、引等多种
方式鼓励海外优秀人才回国服务。
此次招聘活动得到驻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使领馆和 60 多家海外学联联谊
会、学者专家组织及美国华人电台等支持，以线下宣传、网络广告和新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吸引留
学人员，特别是有意参加“长江学者”和“千人计划”的高层次人才的积极参与。
诚邀国内各高校参加！
中国教育在线

单位预报名联系人：吴晓彬
邮箱：wuxb@eol.cn

联系电话：+86-13580371252

国籍：中国

现居住：新加坡

毕业院校：【中】大连理工大学

学术桥

概况

年龄：32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1

专业：工程力学
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博士后研究员

教育背景
2004.09 ~ 2008.06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本科
2008.07 ~ 2014.10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硕博连读

工作经历
2014.10 ~ 今 新加坡国立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博士后研究员

其他信息
参与项目：国内 14 项，国际 8 项
国际学术活动：4 项
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发表文章 10 篇，其中 5 篇 SCI 检索， 10 篇 EI 检索
获得奖励：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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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韩国

年龄：23

毕业院校：【韩国】首尔大学（在读）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2

专业：韩国语教育
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学院 韩语教师

教育背景
国家公派留学生 首尔大学（韩国） 韩国语教育专业 博士研究生 2016.09-至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2013.09-2016.01
山东大学 韩国语专业 本科

2009.09-2013.06

工作经历
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学院 韩语教师 2014.03-2015.07

科研成果
2014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外国文化政策”研究项目 成员
报告书《韩国语言文化推广的战略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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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英国 年龄：28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3

毕业院校：【英】伦敦大学学院（在读）
专业：凝聚态物质和材料物理

教育背景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Centre for Nanotechnology London, UK
PhD of science: Condensed Matter and Materials Physics 2014 - 2017
KU Leuven Leuven, Belgium
Master of Science: Theoretical Chemistry and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2012 - 2014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China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Process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2007 - 2011

工作实习经历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London, UK

Teaching Assistant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ing / Lab

10/2016 - present

Zernik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materials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Research internship

02/2014 to 05/2014

IMEC

Leuven, Belgium

Research internship

03/2013 to 08/2013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China

Class tutor

09/2011 to 09/2012
6

论文：共 9 篇

学术桥

获奖及荣誉：18 项

人才速递 ——

其他信息

学术活动：1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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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毕业院校：【韩】国立韩国交通大学（在读）
专业：交通系统工程

学术桥

教育背景

年龄：30

学术桥 人才速递 ——

概况

现居住：韩国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4

其他信息
参与科研项目：5 项
发表论文：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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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韩国 年龄：36

概况

专业：法学专业

学术桥

毕业院校：【韩】韩国成均馆大学（在读）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5

教育背景
1999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 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
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12 月 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
2017 年 3 月 1 日至今

韩国成均馆大学 法学博士在读

工作经验
2003 年 12 月-2016 年 9 月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先后任民一庭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
员
2014 年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吸纳为全省法院调研人才库成员。咸阳市保险业协会特聘调解
员。

其他信息
论文及案例分析：30 余篇
获奖和奖学金：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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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韩国

年龄：28

概况

专业：影像传播

学术桥

毕业院校：【韩】韩国檀国大学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6

教育背景
201 6.09-现在 韩国檀国大学 影像传播 博士 三学期
201 4.09-201 6.06 韩国檀国大学 影视广播 硕士
201 0.09-201 4.06 韩国翰林大学 广播电视 学士
2009.1 0-201 0.06 韩国翰林大学 国际学部 语学生

实践经历
201 6.07-201 6.1 0 首尔国际青少年电影节 国际部 组长
2014.10-2016.06 韩国国家教育电视台 EBS 中韩文化交流 &EBS 韩语教材翻译编写
2015.09-现在 在韩中国留学生 博士联谊会 宣传部&学术信息部 副部长
2015.08-2016.02 韩国顶电影投资制作发行公司 CJE&M 电影策划监测组特邀议员
2015.03-现在 韩国檀国大学大学院国际入学中心 助教

其他信息
论文：3 篇
获得奖励：7 项
韩语 TOPIK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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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概况

专业：病原生物学

学术桥

毕业院校：【中】 北京大学

年龄：34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7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 控制中心 博士后

教育背景
2003.09-2006.09 本科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 细胞病理学
2006.09-2008.01 硕士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 生物化学
2012.09-2015.07 博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 病原生物学

工作经历
2007.07 至 2009.11 伦敦皇家医院中医药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2010.05 至 2011.03 解放军 211 医院干细胞治疗中心 助理研究员
2011.04 至 2012.09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原生物学系 研究实习员
2016.06 至 2018.0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 控制中心 博士后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10 篇
获得奖励：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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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36

概况

专业：土壤学

学术桥

毕业院校：【意大利】 意大利费德里克二世大学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8

教育背景
2002.09-2006.07 本科 哈尔滨师范大学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系统
2006.09-2009.07 硕士 甘肃农业大学 土壤学
2013.09-2017.12 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 土壤学
2015.10-2016.11 博士 意大利费德里克二世大学 土壤学

工作经验
2010.10 至 2013.09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5 篇（第一作者 SCI 论文 1 篇）
获得奖励：6 项

12

国籍：中国

现居住：英国

毕业院校：【英】伦敦大学

学术桥

概况

年龄：29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09

专业：心理健康研究

教育背景
2013 - 2017 PhD Student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Division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UK
2010 - 2013 MSc in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GPA: 3.33/4.3)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2005 - 2010 B.Sc.P.H. in Preventive Medicine/Public Health (Overall mark: 81/100)
Xiangya School of Medicin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ina

实习经历
2011 - 2013 Research Assistant
2015 - 2016 Research Assistant
2017 -Present Research Associate
2011 - 2012 Clinical Psychiatry Internship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19 篇（5 篇正在发表，会议论文 3 篇）
获得奖励：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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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32

概况

学术桥

毕业院校：【中】南京工业大学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0210

专业：化学工程
工作单位：博士后研究员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化工学院

教育背景
2008/09~2013/06 工学博士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免试推荐)
2004/09~2008/06 理学学士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专业

工作经历
2013/12 至 今

博士后研究员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化工学院)
2013/06~2013/12 实验室助理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新能源材料研究室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SCI 论文 53 篇，第一作者/共同一作 24 篇
获奖和奖学金：23 项
专利：2 项
参加会议：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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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自荐简历：
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索取人才资料：
zhaojia@eol.cn
投放招聘广告：
wuxb@eol.cn
免费订阅《人才速递》
http://acabridge.mikecrm.com/
f.php?t=y3vHHc

微信扫描关注了解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