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に彦こ〔2018〕 62号

美子印友 《沈田航空航天大学

高層次人オ引逃工作実施亦法》的通知

校内各部 11、 単位 :

力了逃一歩提升岬資眺伍整体素反和水平,カロ大高晨次人オ

引逃力度,4学校研究,制定了《沈IEl航空航天大学高晨次人オ

引逃工作実施外法》,現予以印友,清汰真貫物執行。

附件:沈 rll航空航天大学高晨次人オ 作実施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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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沈田航空航天大学

高層次人オ引逃工作実施亦法

第一条 指尋思想

以コ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力指早,貫物落実我

校第二届党代会提出的りT姿眺伍建浚曰林,打鼠人オ引育 “新哉

役",逃一歩提高人オ陳伍整体素反和水平,堅持公升、公平、

公正、捧仇的人オ引逃原ス1,力建浚特色鮮llB的 高水平研究庄用

型大学提供人オ和智力保障。

第二条 基本原興J

l.人オ31逃要科学規支1、 接需31逃 ,既要充分考慮教学科研

工作需要,又要有利千人オ険伍的結杓仇化和整体水平的提升。

2.人オ31逃要保江重点、銃等兼販,泣仇先保IIE学校一流学

科、特色寺立、新亦寺立的建浚需要,同 時兼販其他学科寺止。

3.人オ31逃要注重学木、徳オ兼各,呪要注重学灰,更要注

重学木水平、取立道徳、奄」新意沢和困仄精神。

第二条 全取引逃人オ及待遇

1.基本条件

弓1逃人オ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庚和取立道徳、校張的教学

科研水平和良好的囲眺llr作精神,身」む健康、治学芦道。人事美

系須紫入学校,仝以工作。

2.引 II_対象及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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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友迷国家科学院院

士、国家 “特支十支1"本出人オ。

待過:年新 (税前 )人民市240万元,在学校所在地免費捉

供面秋不小子 290平米的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住房ネト貼不少子

人民市 150万元,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50万元 ,

提供学科建浚和科研席功経費不低千人民市 1000万元,学校llT

助安‖卜其配偶工作。

(2)教育部長江学者特聘教授、K江学者琲座教授、国家

“千人十支1"入逃者。

待lil:年薪 (税前 )人 民市120万元,在学校所在地免費提

供面秋不小子 290平米的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住房ネト貼不少千

人民市 150万元,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40万元 ,

提供学科建浚和科研虐功変費不低千人民市 800万元,学校llT助

安羽}其配偶工作。

(3)国 家本出基金荻得者,国 家重大科技寺項、国防基拙

カロ張十支1重 点基拙研究項目首席科学家,国家 “特支汁支1"飯 写

人オ、国家象教学名りT、 “百千万人オエ程"国家象人オ。

待過:年新 (税前 )人民市 80万元,在学校所在地免費提

供面秋不小千 290平米的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住房ネト貼人民市

120万元,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30万元,提供学

科建没和科研席功姿費不低千人民市 500万元,学校llT助 安羽卜其

配偶工作。

(4)教育部 “K江学者"青年項目入逃者、国家 “青年千

人十文1"入地者、国家 “特支十支1"青年抜尖人オ、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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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仇秀青年科学基金等荻得者。

待過:年新 (税前 )人民市 50万元,学校免費提供面秋不

小子180平米的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住房ネト貼不少千人民市100

万元,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20万元,提供学科建

没和科研席功姿費不低千人民市300万元,学校休助安羽1其配偶

工作、亦理子女中小学入学同題。

(5)中 国科学院 “百人十支1"入地者、教育部 “新世妃仇

秀人オ支持汁支1"入逃者、洪堡学者。以上人員年蛉一般不足逍

45周 夢。

待ill:学校免費提供 130平米以上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住

房ネト貼人民市 60万元,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15

万元,提供学科建浚和科研席功姪費人民市150万元 (人文社科

美等 30万元 ),学校聘力三象教授,井協助安羽卜其配偶工作、亦

理子女中小学入学同題。

(6)日外知名大学、科研院所聘任副教椒 或相当取称)及

以上的仇秀人オ;或全国百篇仇秀博士沿文荻得者;或具有博士

学位的国内知格大学教授,曽 担任省 (部 )鉄学科困仄帯共人;

或具有博士学位,ユ博士后出堵,以 第一作者或通汎作者身分在

SCI(中科院分区表 )二 区及以上期刊友表沿文 8篤 以上。以上

人員年蛉原ス1上不超uO周 夢。

待過:学校免費提供 130平米左右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住房

ネト貼人民市40万 ,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10万元,

提供実聡室建浚姪費和科研虐功費人民市 50万元 (人文社科炎

等 10万元 ),学校聘力教授取称,井 lll助 安羽}其配偶工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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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子女中小学入学同題。

(7)本科、板士和博士均力国内双一流及国外知名大学航空

字航科学均枝木学科,ユ具有学木友晨港力,已径取得了ユ著的

科研成果,曽 盗或正在主持国家象科研項目;或近 5年 内以第

一作者或適汎作者在 SCI期 刊友表発文 5篤及以上;或博士后

出堵,近 3年 内以第一作者或逍IIt作 者在 SCI期 干1友表発文 2

篤及以上 (具有国外知名大学工作成学コ 1年 以上人員男洪 )。

以上人員年蛉原ス1上不超辻 35周 夢。

待追:学校免費提供 100平米以上工作住房一套或提供工作

住房ネト貼人民市 35万元,一次性提供安家費 (税前 )人民市 5

万元,提供科研席功姪費人民市10万元,学校聘任副教授以称。

(8)国 内外知銘大学、研究院 (所 )半立的博士研究生,

年蛉原ス1上在 35周 夢以下,具有学木友晨潜力,已 姪取得了丘

著的学木科研咸呆。待過兄附表 :

31邊博士相美待過基本林准一覧表

鉄次 学科代FFJ有 名称
待過 (万元 人民市 )

科研席勁費 工作住房ネト貼 安家安 (税前 )

1 0825航 空字航科学与技木 5 5

2

0812+算机科学均技木
0802机械工程
0811控キ1科学 LJ工程
0810信 息_LJ週信工程,

5 5

3

0801カ 学
0823交 通近輸工程
0837安全科学均工程
0807功 力工程及工程熟物理
0701数 学

3 3

4 其セ学校所需学科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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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人オ引逃程序及考核

1.学校対第二条第 (1)至第 (5)項人オ実行 “録色颯道",

由学校人オ31逃工作飯早小幻逃行 “一人一洪",扱学校党委常

委会研究常批。

2.学院 (部 )人オ31逃工作小俎姐鉄校内外寺家,対第二条

第 (6)至 (8)項人オ重址拭排、面拭、双活授慄等方式逃行坪

介,井 由学院 (部 )党攻負責人答署嫌合汗合意兄均錯発,扱学

校人事炎。

3。 人事炎俎鉄校 “学木委員会"或 り下姿仄伍建浚均人オ31

逃委員会"対似31逃的第二条第 (6)至 (8)項人オ逃行表決,

井盗校K亦公会批准后,亦理相美入以手数。

4.学校同意31逃的人員均学校答資 《人オ31逃 llT洪ギ》。

5.31逃 的第二条第 (1)至 (5)項人オ由学校人オ引逃頷早

小姐負責俎鉄考核,第 (6)至 (8)項人オ弓1逃 由人事発、所在

学院 (部 )負 責姐鉄考核。

6.31逃人オ未能完成休洪規定的取責任券,首企聘期考核不

合格的,学校格在第二企聘期升始降低或取消共有美待過或冬止

聘用。

第五条 姐象保障

1.学 校成立人オ31逃工作頷早小幻,由 校党委ギ泥、校K
任俎K,党委副ギ泥、副校く任副俎K,成長由俎鉄部、人事炎、

友晨規支1炎、教券炎、科技丈等部11負 責人、各二象学院 (部 )

-6-



院 (部 )K俎成。飯早小俎下没亦公室,亦公室没在人事炎。

2.各学院 (部 )成立人オ31逃工作小俎,俎く由学院 (部 )

行IEX負 責人担任,成長由班子其他成長和学院 (部 )学木委員会

或教授委員会委員等俎成,負 責本単位的人オ31逃工作。

第六条 兼取引逃人オ及待遇

1.31逃対象

兼以31逃的主要対象力院士、教育部長江学者特聘教授、K
江学者沸座教授、国家 “千人十支1"入逃者、国家茶出青年基金

荻得者。

2.聘期内兼取人オ待過

(1)両院院士工作酬金:人民市 10-150万元/年 (税前 ),

根据実昧工作情況碗定。

(2)教育部長江学者特聘教授、K江学者琲座教授、“千人

十丸1"入逃者、国家本出青年基金荻得者工作酬金:人民市8-

-80万元/年 (税前 ),根据実昧工作情況挽定。

(3)学校承担来校工作期同友生的差旅費。

(4)聘期内在校工作期同学校提供 1脂 叶生活住房 1套 ,仇

先安羽F工作用キ,保 IIE在校期目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5)提供独立亦公室及亦公浚各。

(6)提供必各的科研条件(科研用房、科研没各、科研困仄 )。

3.根据工作規支1及要求答資協洪,未尽事宜,由 当事双方llT

商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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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附只1

本亦法自友布え日起施行,同 時学校原有相美規定疲上。本

亦法由人事炎負貴解朴。

沈「口航空航天大学党政赤公室       2018年 4月 17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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