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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推荐

编号 20171801
学科：应用化学专业+学位：博士+职称：博士后+年龄：37+毕业学校：【中】中科院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编号 20171802
学科：工程设计+学位：博士+职称：讲师+年龄：28+毕业学校：【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编号 20171803
学科：生物化学+学位：博士+职称：科学家+年龄：49+毕业学校：【美】马克斯·普朗克陆地微生物研究所

编号 20171804
学科：管理学+学位：博士+职称：无+年龄：31+毕业学校：【中】哈尔滨工业大学

编号 20171805
学科：植物学+学位：博士+职称：教师+年龄：42+毕业学校：【印度】甘地大学

编号 20171806
学科：通信+学位：博士+职称：助理教授+年龄：33+毕业学校：【美】康涅狄格大学

编号 20171807
学科：生物统计+学位：博士+职称：终身副教授+年龄：42+毕业学校：【美】罗切斯特大学

编号 20171808
学科：统计+学位：博士+职称：终身助理教授+年龄：35+毕业学校：【美】伊利诺伊大学

编号 20171809
学科：医学/肿瘤学+学位：博士+职称：助理教授+年龄：50+毕业学校：【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编号 20171710
学科：金融/保险学+学位：博士+职称：教授+年龄：57+毕业学校：【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简历索取请联系：

01-03 马苹苹 mapp@eol.cn 04-05 娄亚琼 louyq@eol.cn 06-10 张璐 zhanglu@eol.cn

本期导读

mailto:mapingping@eol.cn
mailto:mapingping@eol.cn
mailto:zhanglu@eol.cn


快讯

活动预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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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将召开两场由《神州学人》

编辑部和中国教育在线主办，以“创业创新，服务发展，强校兴国”为主题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

会”。

活动具体安排：

第二十一届高校海外人才招聘会（上半年）

2017 年 5 月 27 日-31 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高层次人才现场招聘会

2017 年 6 月 3 日全天海外高层次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

第二十二届高校海外人才招聘会（下半年）

2017 年 10 月 21 日全天海外高层次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

2017 年 10 月 22 日—29 日日本-美国高层次人才现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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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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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62602506

mailto:wuxb@eol.cn


人才编号：20171801 国籍：中国 现居住：波兰 年龄：37

概况

毕业院校：【中】中科院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专业：应用化学专业

工作单位：【波兰】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 博士后

教育背景

2007-2011 中科院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应用化学专业 博士

2004-2007 中国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物理化学专业 硕士

2000-2004 中国河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化学教育 学士

工作经历

2016.2-5 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生物化学系 生物化学/物理专业 访问博士后

2011-至今 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物理专业 博士后

2014 journal of chemistry 客座编辑

研究方向

全原子分子动力学模拟在生物反应中的应用；

静电反应场模型在分子间的静电相互作用中的应用；

密度泛函理论和量子化学模拟在化学领域中的应用；



专业技能

模拟软件: 分子动力学 (NAMD, VMD); 量子力学(Gaussian 03, Gaussian View);DelPhi;

COSMO; Swiss PDB Viewer

计算机语言: 精通 TCL script, Matlab,和 Unix/Linux shell script

实验技能: NiB 非晶态合金催化剂的制备； 高压反应釜和连续流动反应器用于催化剂性能评价

教学技能: 高中化学教师资格证

其他信息

获奖：3项

基金项目：4项

国际合作项目：6次

发表论文：15篇

学术活动：4次



人才编号：20171802 国籍：中国 现居住：英国 年龄：28

概况

毕业院校：【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专业：工程设计

工作单位：【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讲师

教育背景

2012-2016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工程设计 博士

2011-2012 英国巴斯大学 工程设计 硕士

2007-2011 上海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优秀毕业生） 学士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制造系统工程（一等学位，中英合作） 学士

上海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第二专业） 学士

工作经验

2016–至今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讲师

2012-2015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助教（兼职）

2014-2015 英国朴茨茅斯慈善机构（ Shaw Trust） IT 咨询（ 志愿者）

其他信息

奖项：10次 发表论文：9篇 学术活动：4次



国籍：美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49人才编号：20171803

概况

毕业院校：【美】马克斯·普朗克陆地微生物研究所

专业：生物化学

工作单位：【美】密歇根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 科学家

教育背景

2000.8-2003.6 马克斯·普朗克陆地微生物研究所 生物化学系 博士

1999.10-2000.7 国际植物研究中心 植物生殖和发育系 访问学者

1994.7-1999.9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91.9-1994.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病理学 硕士

1987.9-1991.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营养学 学士

工作经历

2014.11-至今 密歇根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 研究科学家

2012.3-2014.10 俄亥俄州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 研究科学家

2006.12-2012.2 密歇根大学内科系分子医学部 博士后

2003.7-2006.11 康奈尔大学分子医学系 博士后

研究兴趣

1. 自噬在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中的作用。

人
才
速
递

—
—

学
术
桥



2. MT1-MMP 和 Slug/Snail 影响肿瘤发生，肿瘤维持和肿瘤转移的机制。

3. 分子医学方法的改进和创新。

4. 真菌生物技术。人源的蛋白和酶在真菌中的生产。

5. 癌症生物学（未来研究方向）

6. 微生物学和生物技术（未来研究方向）

其他信息

奖项：3次

发表论文：20篇



人才编号：20171804 国籍：美国 现居住：加纳国 年龄：31

概况

毕业院校：【中】哈尔滨工业大学

专业：管理学

教育经历

2014-2017 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博士

2015 sept-nov 加纳管理学院和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研究生证书（CPA）

2009-2012 湖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 硕士

2004-2008 加纳大学 艺术 学士

工作经历

2012.10-2016.8 加纳阿克拉教育部 信息管理和公众关系科 助理指导

2008.9-2009.8 加纳阿克拉公务员 事务局办公室 行政助理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10篇

会议刊物：2篇

国际会议：2次

兴趣特长：乒乓球，长网球，羽毛球和斯诺克；公开演讲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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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编号：20171805 国籍：印度 现居住：阿曼国 年龄：42

概况

毕业院校：【印度】甘地大学

专业：植物学

工作单位：【阿曼国】CAS，A'Sharqiyah 大学 生物学教师

教育经历

2016.5 甘地大学 植物学 博士

2008.6 任务大学 生物技术Vinayaka 哲学硕士

1992.5 甘地大学 植物学 科学硕士

1996.5 Annamalai 高级教学技巧 教育硕士

1993.4 喀拉拉邦大学 自然科学 学士

工作经历

2013-至今 CAS，A'Sharqiyah 大学 生物学教师

2001-2013 印度 Darsait 学校 高级研究生生物教师

2000-2001 圣约翰住宅学院和初级学院 教师暨初级生物讲师

1997-2000 厄立特里亚 生物学系主任

1994-1997 维多利亚科坦高中和安大略省尼斯马巴德（Dist）学院 教师兼生物学初级讲师

1993-1994 海得拉巴安达拉省Chaitanya Bharathi 语法学校 生物学教师



研究领域

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微藻、海藻和药用植物的DNA条码和生物鉴定

海洋和淡水藻类应用于人类福利

工作技能

藻类和其他生物的采样和形态表征。

DNA条码和生物鉴定。

分子生物学技术。

Photomicrography。

计算机技能：与MS Office 和Windows 一起使用非常出色。

制定生物学调查项目。

用力实验室教导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经验。

其他信息

奖项：5次

发表论文：9篇

参加会议：5次



人才编号：20171806 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33

概况

毕业院校：【美】康涅狄格大学

专业：通信

工作地单位：【美】塞勒姆州立大学 助理教授

求职地点：全国，浙江工商大学优先

教育经历

2012 康涅狄格大学 通信 博士

2008 华盛顿州立大学 通信 硕士

2006 西安科技大学 学士

工作经历

2014-至今 塞勒姆州立大学 传播研究方法 助理教授

2013-2014 新伦敦柯尔比索耶学院 新媒体技术 助理教授

2012-2013 新伦敦柯尔比索耶学院 新媒体技术 访问助理教授

2008-2012 康涅狄格大学 传播研究方法

其他信息

奖金：6次

发表论文：10篇

会议论文：21篇



人才编号：20171807 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42

概况

毕业院校：【美】罗切斯特大学

专业：生物统计

工作单位：【美】乔治城大学 终身副教授

教育经历

2005 罗切斯特大学 生物统计系 博士

2002 罗切斯特大学 生物统计系 硕士

1997 山东大学 数学 学士

工作经验

2010.8-至今 乔治城大学 生物统计学 终身副教授

2010.10-至今 乔治城大学 生物统计学 主任

2005.7-2010.7 弗吉尼亚大学 公共卫生科学系 助理教授

2002.9-2005.6 罗切斯特大学 生物统计系 统计顾问

2003.6-2003.8 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辉瑞全球研发 夏季实习生

1999.8-2004.7 罗切斯特大学 教学助理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69篇 参与项目：20项

奖项：3项 受邀演讲：21次



人才编号：20171808 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35

概况

毕业院校：【美】伊利诺伊大学

专业：统计

工作单位：佛罗里达大学 终身助理教授

教育背景

2014 伊利诺伊大学 统计 博士

2011.8 乔治亚理工学院 统计 硕士

2007.1 台湾大学 数学 硕士

2004.6 台湾大学 经济学和数学 学士

工作经历

2015-至今 佛罗里达大学 终身助理教授

2014-2015 佛罗里达大学 访问助理教授

2014 芝加哥伊利诺斯 大学讲师

2011-2013 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 教学助手

2009-2011 乔治亚理工学院

2011-2013 导师

2009-2011 研究生助理

2008-2009 研究助理



工作技能

R，Weka，Matlab，SAS，SPSS，C ++，Maple

研究兴趣

分类，贝叶斯聚类，降维，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12篇

项目：1次

奖项：10次

受邀讲座：21次



人才编号：20171809 国籍：美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50

概况

毕业院校：【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专业：医学/肿瘤学

工作单位：【中】汕头大学医学院 助理教授/研究员

求职地点：全国，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优先

教育背景

1986.09-1991.06 同济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 学士

1991.09-1994.06 同济医科大学 环境医学 硕士

1997.09-2000.10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医学/肿瘤学 博士

经历经验

1994.08-1996.08 同济医科大学 病理生理学 助教

1996.08-1997.08 德国海德堡大学 医学院解剖、肿瘤 访问学者

2001.01-2002.12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医学

心血管及肿瘤学 博士后

2003.01-2004.12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 心血管 讲师

2005.01-2009.07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肿瘤，转化医学 高级科研人员

2009.08-2014.03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 肿瘤，转化医学 助理教授

2014.04 -至今 汕头大学医学院 肿瘤，转化医学 研究员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16篇

科研项目：3项

会议论文：4篇



人才编号：20171810 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57

概况

毕业院校：【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专业：金融/保险学

工作单位：【美】洛杉矶西来大学 教授

教育背景

1993-1996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金融/保险学 博士

1990-1992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经济学 硕士

1982-1985 天津大学 管理/市场学 硕士

1978-1982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 数学/统计学 学士

工作经历

1997-至今 洛杉矶西来大学 教授

2012-2015 洛杉矶西来大学 财务长

1998-2012 洛杉矶西来大学 工商管理系主任

1996-1997 洛杉矶西来大学 工商管理系副主任

1990-1996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助教和助研

1985-1990 上海交大 管理学院讲师

其他信息

发表论文：19篇 会议论文：13 篇



人才自荐简历：

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索取人才资料：

zhanglu@eol.cn

mapp@eol.cn

louyq@eol.cn

投放招聘广告：

zhaoj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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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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