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条件 学历（学位） 学科（专业） 其他条件

教师 财务管理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会计信息管理

（会计电算化）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审计 1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税收

（税收筹划方向）
1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税务硕士、税收学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北校区

教师 金融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金融硕士、金融学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北校区

教师 计算机软件或者应用数学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统计学、应用统计硕士、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术硕士、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硕士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北校区

教师 资产评估与管理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资产评估硕士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北校区

教师 人力资源管理 1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相关学
科专业领域。

北校区

教师 电子商务 4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市场营销 1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国际贸易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大数据 3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信息安全 3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北校区

教师 计算机基础 1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广告设计与制作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包装艺术设计制作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产品艺术设计制作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展示艺术设计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动漫动画设计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教师 室内设计方向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南、北校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 思政教育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
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
育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南、北校区

教师 数学 1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统计学、应用统计硕士、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等相关学科专业领
域。

南、北校区

教师 体育 2名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教学硕士、运动训练硕士等相关
学科专业。（篮球、足球专项）。

南、北校区

党政办公室 管理 党建宣传管理员 1名 本科（学士）     法学、新闻传播、汉语言文学等相关学科专业
    ①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②政治素质好，服从组织安
排，执行力强。

北校区

工作地点
（校区）

    ⑴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
    ⑵遵守宪法和法律；
    ⑶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
法，具有立德树人的岗位意识
与奉献精神；热爱高等教育事
业，品行端正，团结同志，廉
洁奉公；
    ⑷体检合格，身心健康。
    ⑸有下列之一者，不得报
考：
    ①受行政处分未满5年或
其他行政处分正在处分期内
的；
    ②曾因超生被有关单位依
照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规定作
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之
日起未满5年的；
    ③近2年内，在机关、事
业单位招录（聘)考试、体检
或考察中存在违纪行为的；
    ④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
受审计、纪律检查或者涉嫌犯
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或
者刑事处罚期限未满的人员；
    ⑤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
得应聘的情形。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
    ②遵守宪法和法律；
    ③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
道德；
    ④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
定；
    ⑤身体健康，具备适应岗
位工作要求的身体条件。

    审计硕士、会计硕士、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学科专
业领域。

    国际贸易学、国际商务硕士、市场营销等相关学科专业
领域。

    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子与通信工程硕
士、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技术硕士、软件工程、软件工程硕士、情报学等学
科专业领域。

    艺术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
电视硕士、美术硕士、艺术设计硕士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信息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基础教育学院

岗位
类别

专业（岗位）名称
招聘
职数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岗位需求表

招聘条件
部门名称

财务会计学院

金融投资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⑴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
    ⑵遵守宪法和法律；
    ⑶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
法，具有立德树人的岗位意识
与奉献精神；热爱高等教育事
业，品行端正，团结同志，廉
洁奉公；
    ⑷体检合格，身心健康。
    ⑸有下列之一者，不得报
考：
    ①受行政处分未满5年或
其他行政处分正在处分期内
的；
    ②曾因超生被有关单位依
照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规定作
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之
日起未满5年的；
    ③近2年内，在机关、事
业单位招录（聘)考试、体检
或考察中存在违纪行为的；
    ④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
受审计、纪律检查或者涉嫌犯
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或
者刑事处罚期限未满的人员；
    ⑤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
得应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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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条件
部门名称

财务处 教辅 会计 1名 本科（学士）
    会计学、财务会计教育、财务管理、审计学等相关学科
专业领域。

    ①有会计初级及以上职称，熟
悉国家相关财税法律法规，熟练操
作财务软件及各类办公软件，熟悉
excel函数应用，有计算机等级技
术证书者优先；
    ②具有一定写作能力和人际交
往沟通能力；
    ③ 具有高度责任心和抗压能
力，有良好的应急能力和独立处理
问题能力。

南、北校区

总务处 工勤 水电工 1名 高中及以上学历
    ①年龄50岁以下；
    ②持有电工证、高低压进网作
业证。

北校区

图书馆 教辅 信息技术员 1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硕士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北校区

现代教育技术与实训中心 教辅 网络工程师 1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硕士等
相关学科专业领域

    ①掌握交换机、路由器、防火
墙、上网行为管理等网络相关设备
的配置和管理；
    ②熟悉掌握windows server、
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能够独立
搭建WEB、FTP服务器；
    ③熟悉ms SQL、MySQL数据库
相关维护工作；
    ④熟悉和掌握各种计算机软硬
件，可独立进行安装、调试及故障
排除；
    ⑤具有高度责任心，良好的应
急响应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
    ⑥有CCNA或HCNA证书者优先。

北校区

    ⑴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
    ⑵遵守宪法和法律；
    ⑶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
法，具有立德树人的岗位意识
与奉献精神；热爱高等教育事
业，品行端正，团结同志，廉
洁奉公；
    ⑷体检合格，身心健康。
    ⑸有下列之一者，不得报
考：
    ①受行政处分未满5年或
其他行政处分正在处分期内
的；
    ②曾因超生被有关单位依
照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规定作
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之
日起未满5年的；
    ③近2年内，在机关、事
业单位招录（聘)考试、体检
或考察中存在违纪行为的；
    ④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
受审计、纪律检查或者涉嫌犯
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或
者刑事处罚期限未满的人员；
    ⑤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
得应聘的情形。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
    ②遵守宪法和法律；
    ③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
道德；
    ④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
定；
    ⑤身体健康，具备适应岗
位工作要求的身体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