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大学孟超医学与交叉科学中心 

招聘研究序列及博士后等各类人才公告 

 

福州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教育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共

建高校，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教育部首批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百校工程实施高校，入选国家“高等

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 计划”），拥有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共同认定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是一所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和新技术研发于一

体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是以我国肝脏外科之父、闽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先生的

名字冠名的肝胆专科医院。通过整合省内先进技术力量和学术资源，联合吴孟超院士等国内外一流专家团队，形成

省内规模最大、专业设置完善、技术力量雄厚的肝病、肝癌及感染病防治与研究的医学中心。 

 

 福州大学孟超医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由福州大学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于 2017 年通过机制创新共同成立，属

于福州大学的二级科研单位。目前，孟超医学与交叉科学中心有国家杰青/长江学者 1 人，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

2 人，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 2 人，福建省百人计划 3 人，福建省闽江学者 4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15

人，实验室面积 12000 多平米，各类大型仪器设备总价值 8000 多万元，拥有包括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蛋白质组学

系统、二代测序仪、定量 PCR、透射电子显微镜、数字 PCR、蛋白纯化系统、流式细胞仪、原子力显微镜、ICP-MS、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小动物活体超声光声多模成像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能够开展基础医学、生化、分子、细胞、

免疫等各类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纳米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 

 肿瘤学 

 肝病学 

 生物信息学 

 精准医学 

 肿瘤免疫治疗 

   

                               

 

招聘人员与待遇： 

医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现招聘福州大学编制内的闽江特聘教授、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理研

究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等各类人才，工资待遇参照福州大学相关标准执行，并可额外享受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

医院的津贴和绩效。特别优秀人才的相关待遇可面议： 

1. 教授、研究员：肿瘤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纳米医学、精准医学、影像组学与人工智能、免疫治疗

等相关研究方向，国外 3 年以上研究经验，年龄 40 岁以下（特别优秀者放宽到 42 岁），在相关领域内的重要期

刊上发表过 5 分以上论文 6 篇以上（至少 2 篇超过 8 分，纳米医学方向需要至少有 3 篇文章超过 10 分），或在

相关领域的顶级期刊有论文发表（CNS 子刊，领域排名前三的期刊），有独立开展研究及申请基金的能力；符

合闽江学者的申报条件者，协助申报闽江学者。待遇：事业编制、薪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参照福州大

学相关文件执行，协助申请福建省及中央各类人才计划，额外享受孟超肝胆医院的津贴绩效另行协商；特别优

秀者，待遇可面议。 

2. 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理研究员）：疾病基因组学、肿瘤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纳米医学、

肝病学、免疫治疗（基因工程修饰免疫细胞经验最佳，如 CAR-T/NK，NEO-T 等）、精准医学、影像组学与人

工智能等相关方向，年龄 38 岁以下（讲师年龄 35 岁以下）。副教授需要在相关领域内的重要期刊上发表过 5

分以上论文 3 篇以上（纳米医学方向，需要至少 1 篇 10 分以上的论文），或在相关领域的顶级期刊有论文发表

（CNS 子刊，领域排名前三的期刊），有独立开展研究及申请基金的能力。讲师（助理研究员）需要发表 SCI

论文 3 篇以上，其中至少 1 篇超过 5 分。待遇：事业编制、薪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参照福州大学相关

文件执行，协助申请福建省及中央各类人才计划，额外享受孟超肝胆医院的津贴绩效另行协商。特别优秀者，

待遇可面议。 

3. 博士后：基础医学、肿瘤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纳米医学、免疫

治疗、精准医学、病原微生物等相关方向均可，税前两年 34-48 万元（另有论文奖励），顺利出站后表现优异者



可转入事业编制，并享受安家补贴等优惠政策。特别优秀者，待遇可面议。另外，获选博士后创新计划者，还

将享受 60 万/两年的科研和生活补贴，获选福建省海峡博士后项目资助（A 类），还将享受 50 万/两年的科研和

生活补贴。 

4. 课题聘用人员：肿瘤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免疫治疗等方向均可，若干名，有 SCI 发表经

验优先，硕士以上学历，硕士 7000/月，博士 9000 每月（含医社保，不含年终奖）。 

 

研究团队: 

 

 杨黄浩 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福州大学委员会常委、副校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分析化学、纳米医学、生物医学

工程。曾主持国家 973 计划课题、国家 863 计划课题、国家重大科学仪器开发专项课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20 余项。 
 

 

 

刘景丰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二级，现任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院长，

兼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福建省肝病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省联合创新重

点实验室主任，东南肝胆健康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福建省优秀人才，全国卫生计

生先进工作者，福建省劳动模范。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联合申报），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5 项，国家发明专利 30 项，发表 SCI 论文 56 篇，主编和

参编专著 9 部。 

 

 刘小龙 教授 博士生导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院长助理、肝病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

肿瘤早期诊断新技术与新方法、免疫治疗与精准医学方面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现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合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作）、

面上项目、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15 项；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70 多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 项，公开国家发明专利 21 项。曾荣获德国洪堡学

者奖学金（Alexander von Humboldt Fellowship），日本肿瘤学会“青年科学家奖”（Young Scientist 

Award）等多项荣誉。入选第三批福州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首批福建省青年拔尖创新人才，                     

福州市第三届优秀人才，第六批福建省百人计划；荣获第三届“福州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第十

三届“福建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第十三届“福建青年科技奖”，2017 年 “福州市劳动模范”。  

 

卢春华 教授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入选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福建省青年科技奖等奖励。主要从事生命分析化学与纳米医学基础及应用

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纳米分子影像探针，纳米生物传感新技术，DNA 超

分子纳米结构和纳米机器等方面已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研究论文总共被引用 4600 余次，单

篇最高被引 1379 次，10 篇被引超过 100 次，H-index 为 33。 

 

 

 

 

 



 

宋继彬 教授 博士生导师，福州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

之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从事博士后研究。一直从事生物医学材料的制备、生物分析、

分子影像、医学检测、新型药物载体等方面的研究，涉及化学、材料、生物、医学等多学科交

叉研究领域。目前主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启动基金及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等。近年来以通

讯作者/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近40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10分的为22篇，主要包括：Nat. Protoc.(1

篇), Nat. Commun. (1 篇). Acc. Chem. Res. (1 篇), Chem. Soc. Rev. (1 篇), J. Am. Chem. Soc.(4 篇), 

Angew. Chem. Int. Ed. (3 篇), Adv. Mater. (5 篇), ACS Nano (5 篇), Adv. Funct. Mater. (1 篇)等。 

 

韩霄 教授 福州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入选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

2015 年度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人社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英

才计划”等荣誉奖励。主要从事细胞生物学基础及应用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2

项，在细胞间信号转导等领域发表 SCI 论文 30 篇，其中在 Dev Cell、NewPhy、J Exp Bot、Mol 

Cells、J Biol Chem 和 MOL Plant 等著名顶尖 SCI 刊物上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 15 篇论文，

受邀为国际 SCI 杂志 Frontier in Plant Sci、Genetics、Microbiology 等杂志编委，受邀担任多种

SCI 杂志审稿人。 

 

 

赵必星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肝病研究所副所长。福建省医学会

肝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主要

从事肿瘤相关细胞信号转导通路、免疫治疗与精准医学方面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市级研究课题。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多篇。曾获得福建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厦门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福建省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等荣誉。  

 

 

吴名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建省肝病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肿瘤分子影像、纳米医学与免疫治疗方面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福建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

目、福建省卫计委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福建省卫计委青年科研课题、福州市科技计划项

目等多个项目。入选“福州市第四批高层次引进人才”、“福建省第三批青年拔尖人才”等计划。 

 

 

 

福州大学孟超医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热忱欢迎您的加入！ 

 

 

刘小龙 教授 

联系电话：13313975783；E-mail: 36509924@qq.com 

 

卢春华 教授 

联系电话：13696858752；E-mail: chunhualu@f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