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工程大学

文职人员招聘宣传手册

热烈欢迎有志于国防事业的社会精英

加入武警工程大学文职人员方阵！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三桥武警路1号

电话：029-8456 3234

邮箱：wjgcdx@vip.163.com

微信：wjgcdx-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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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长安，渭水河畔，巍然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高等军事学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位于陕西省西

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是武警部队最早组建、最早开办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最早被列为全军“2110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是全

军重点建设院校，四个学科被列为军队重点学科建设领域（双重），是武警部队唯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唯一全军现代化教学工程

试点，唯一指挥与技术并重、工程与管理结合、教学与科研一体的大学。大学主要承担全武警部队专业技术生长警官和驻北部地区内

卫总队指挥生长警官培训，技术类大学生士兵、地方应届本科毕业生首次任职培训，研究生教育任务。

武警工程大学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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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力量

学校拥有一批高水平师资队伍，

其中教授、副教授 余人， 余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教员，200 400

先后有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人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36 220

36 3人被表彰为全国全军和武警部队优秀教师， 人荣获中国科协“求是”工程奖，

4 56人荣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 人荣获军队院校育才金银奖，

6人被确定为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近10年来，

先后出版各种专著、译著 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余篇；400 9000

完成武警部队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余项，其中 多项通过省部级鉴定，300 100

400余项获军队、省级科技进步奖或国家专利。

涌现出 董自孝， 马鸣春，武警指挥学奠基人 华文命名学创始人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一等功臣罗海宁、曹海， 王兴田，

著名军旅作家 新时期模范政治指导员冯骥， 万四海，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奖徐孝达， 杨晓元，

“全军学习成才标兵” “巾帼建功标兵”韩益亮，全国 张敏情，

“全军爱军精武标兵”方涛 等一大批忠于武警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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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弘炜教授 崔翛龙教授 

战仁军教授  张敏情教授 

朱永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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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益亮教授 

杨晓元教授

崔翛龙教授 庄弘炜教授 ，均受到习主席亲切接见，被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林振国教授 



大学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学生活设施条件不断改善，

校园绿化、美化、亮化、文化、正规化、信息化建设力度持续加

大，形成较为完善的教学生活保障体系。建有藏书100多万册的

数字化图书馆，信息研究与安全、移动通信网络、非致命武器等

全军重点实验室，设有电化教研室、外语语音室、计算机网络中

心、指挥自动化培训中心和20多个基础教学实验室，以及占地

500亩的野外综合演练训练基地。

科研保障

武警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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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材料性能实验室

装备实操实验室机械装备发底电实验室

装备材料性能实验室

声光特性测试实验室北方云智能机器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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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工程大学设射击场

学校拥有较为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建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塑胶运动场、游泳馆、射击场、室内

体育馆和多功能俱乐部等，为教员的生活、业余活动和身心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在长年的建校办学

进程中，铸就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以及“忠诚卓越”的大学精神。

工作生活环境

大学（校本部）地处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西安市中心13公里、咸阳机场35公

里，距高速入口仅1.9公里，离地铁1号线（三桥站）约1公里。

随着“西咸精神”引领新区的持续性跨越发展，学校周边将有着

更为优质的综合性配套资源。

学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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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党委对文职人员的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大学人才队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

“政治上一样信任、工作上一样使用、培养上一样重视、生活上一样关心”要求，积极为文职人员

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环境。随着新一轮军队院校调整改革落地，文职人员将逐步成为大学

教员队伍的主体，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文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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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人员岗位有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两大类别。管理岗

位由高到低分为九个等级，即部级副职、局级正职、局级副职、

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科员、办事员。

专业技术岗位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岗位，由高到低设一级

至十三级。

招聘录用

文职人员符合国家和军队规定退休条件的，应当退休。工作特

别需要的，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但是不得超过规定年龄5      

周岁。

文职人员退休后，享受国家和军队规定的相应待遇。

岗位等级 人员退出

武警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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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人员，是指在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且社会化保障

不宜承担的军队编制岗位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非现役

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文职人员在军队和社会生活中，

依法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

军队人员由军官、士官、义务兵和文职人员组成。

文职人员的管理，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对文职人

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方针，提高

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文职人员基本政策

身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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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直接引进和现役军人转改相结

合的文职人员招录聘用制度。

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适用于新招录聘用科级正职以

下管理岗位的文职人员，以及中级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的文职人

员；直接引进文职人员，适用于选拔高层次人才和特殊专业人

才；现役军人转改文职人员，适用于选拔符合退役条件且拟作退

役安置的现役军人。



招考对象以原“985工程”“211工程”或“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为主，并广揽优秀社会流动人才。具体岗位和招考条件以全军公布

的招考计划为准。应聘人员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

报考人员应当符合《军队聘用文职人员政治考核工作规定》明确的政治条件。

报考人员应当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报考在艰苦边远地区等特殊岗位可不作全日制要求。

驻艰苦边远地区的单位定向招考军队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配偶子女以及现役军人的配偶，除教学、科研、

工程、医疗专业技术岗位外，报考学历要求可以放宽至大学专科。应聘教学辅助岗位的，应当具有全日制本

科以上学历学位。

报考人员应当具有招考岗位要求的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资格。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报考初级专业技术

岗位，以及博士研究生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不作资格条件要求。

报考科级副职以下或者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报考科级正职或者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

年龄不超过45周岁。

武警工程大学 2020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计划 招考条件

武警工程大学

文职人员招聘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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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条件

学历条件

资格条件

报考人员应当符合《军队聘用文职人员体格检查通用标准（试行）》规定的标准条件。

年龄条件

身体条件

其他条件

拟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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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

理工学类 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食品科学与工程等。

哲学法学类 哲学、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

历史与军事学类 历史学、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事管理学、军事后勤学等。

教育学类 教育学、体育学、运动训练、心理学及应用心理学等。

管理学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等。

经济学类 应用经济学、会计学、工商管理类等。

艺术类 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等。

图书管理学类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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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招考学历学位条件要求为博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逐级报军委

政治工作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面试人员名单统一在军队人才网公布。
特别提醒

在符合以上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具体报考条件由用人单位根据招考岗位需要确定。报考人员年龄计算和取得

学历学位，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其中，报考人员属于应届毕业生的，取得学历学位时间可以截止

到2020年7月底。



待遇保障

文职人员福利待遇保障政策以现役军官为参照，工资水平与现役军官基本相当，总体上高于地方同类人员。

以现役军官为参照系，军队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工资制

度。文职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以高校应届

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的专业技术岗位文职人员为例，岗前培

训、试用期考核和复审合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硕士生、博

士生分别确定为专业技术十三级、十二级、十级，工资为

9200元、9600元、12000元左右。

根据承担和参与的科研项目，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逐月

发放，现行标准是（正高3000元/月，副高2500元/月，中职

2000元/月，初职1000元/月）、科研绩效津贴（按照科研项目

研究经费数额的一定比例核发，科研项目组成员和科研管理人

员均可享受）。

实行社会化、货币化保障政策，文职人员可以租住用人单

位的宿舍，符合条件的可以租住公寓住房。文职人员的住房公

积金、住房补贴和房租补贴参照现役军官政策确定的标准执

行。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军队可以增发住房补助。

用人单位及其文职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办法，参加所在地社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

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参照国家工作人员的最高标准和比例

缴纳。军队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文职人员建立补充保险。平

时看病享受社保待遇，军队给予医疗补助，执行军事任务期间

免费医疗。

工作日享受工作餐补助，每人每日20.4元。

健康体检、通讯费、交通补助、防暑降温费、夫妻两地分

居费、子女保育教育、子女入托费等普惠性福利待遇，文职人

员与现役军官同等享受，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平时抚恤执

行国家工作人员有关规定，参加军事任务伤亡的抚恤优待执行

现役军人政策。

武警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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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承担的教学任务，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享受课时

费，现行标准是高职60元/课时，中职50元/课时，初职40元

/课时。

工资待遇 科研津贴 社会保险 福利抚恤

住房保障课时补贴 伙食补助

严谨 勤奋 求实 创新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人才网（网址：http：//www.81rc.81.cn），适时向社会公开发布2020年度全军

文职人员招聘信息。武警工程大学微信公众号（微信号：wjgcdx-1983）将同步更新发布我校招聘信息。应聘人员应按照军队规定

的招考程序，按时参加网上报名、统一考试、面试体检等环节，具体安排以军队人才网发布信息为准。

特别提醒，今年主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文职人员，报考大学招考岗位人员请认真阅读军队人才网公布的

2020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公告、岗位计划、报考指南和报考导图进行报名事宜。如有疑问，欢迎来电咨询。

主要程序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文职人员招聘办公室    029-8456 3234

基础部    029-8456 3413

军事基础教育学院    029-8456 3504

信息工程学院     029-8456 3623

某工程学院     029-8456 3722

装备管理与保障学院     029-8456 3822

乌鲁木齐校区      0991-2551933-26977

院校部系用人单位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武警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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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联系人：刘干事   |   裴干事

联系单位：武警工程大学政治工作处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三桥武警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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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工程大学文职人员招聘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456 3151   |   029-8456 3056

乌鲁木齐校区联系人：宋干事

刘干事

马干事

窦干事

任干事

杨干事

张干事

宋干事

联系单位：武警工程大学乌鲁木齐校区政治工作处

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1126号

联系电话：0991-2551933-2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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