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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2020 年高级职务任职条件

说明：

1. 教学业绩突出包括：①超额完成 30%及以上的基本教学工作量；②学校人事处核

定的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篇；③主持院级教改

项目 1项或校级教改项目排名前 2或省部级教改项目排名前 3；④出版国家级规划

教材（至少 1个章节）；⑤校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 3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 5；

2．根据学科特点和师资队伍建设需要：

（1）承担人体解剖学科课程的师资，可按如下学术业绩条件申报教授职务：

① 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承担解剖课连续两年大于 192 学时/年；

②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至少 1篇；主持国家级科研

项目 1项；

③ 主持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项或作为课程负责人承担1门在线课程

建设（校级以上立项）。

（2）承担人体解剖学科课程的师资，可按如下学术业绩条件申报副教授职务：

①教学科研并重岗师资，讲授解剖学课程连续两年超过 100 学时/年；

②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至少 1篇；主持省级科研项

目 1项；

③主持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课程负责人承担 1门在线课程

建设（校级以上立项）。

3. 教学为主岗教师根据学校文件精神执行。

4. 发表教学论文期刊目录要求：在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以第

一作者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篇。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刊请见：

https://hr.zju.edu.cn/cn/2019/0124/c28843a1272720/page.psp。医学教育期刊目录如下：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医

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学教育》；《继续

医学教育》；《中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

学版）》；《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5.“三重”项目范围：主要包括单项经费 500 万元及以上的纵向项目、到款 1000 万

元及以上的横向项目；1000万元及以上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课题（300

万元及以上）、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

合作项目；国防基础研究 300 万元及以上的重大或重点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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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础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2020 年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树

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

诚信和规范；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本

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教

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等）

对教育教学富有热情，承担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成效显

著：

1.至少讲授本科生课程 1门且考核良好及以上，年均教学课堂时数应

达到 80学时，其中本科教学时数不少于年均 20学时；

2. 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毕业；

3. 教学研究：任现职以来参与出版教材的编写（个人完成 1 万字以

上）；或参与院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排名前 3）；或以第一作

者发表教学论文 1篇（期刊目录见说明）；或获得教学竞赛奖 1项。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

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响

力要求（学术论著质量、获奖、

专利及转化、标准制定、智库

成果等））

研究成果：

在本人的研究领域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

量、高水平的代表作至少 2篇（至少 1篇通讯作者），并有良好的发

展潜力；

以第一权利人的专利转化到账 100万及以上，视同论文 1篇。

研究项目：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主持“三重”项目 1项（含基金委杰青、优青）；

2.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2项（其中至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3.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和主持 500万以上横向科研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

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在

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题

报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刊编

委、团队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一级学会的学术会议或国际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 担任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

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就

业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学的

具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引

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 1篇或主持国家

级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1． 2018年 1月以后入职的教师需完成学校的始业教育和基础医学系

制定的新教师教学培训要求【浙基医发〔2017〕26 号】；

2.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1）教学业绩突出者；（2）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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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础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2020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

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

诚信和规范；

2.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

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等）

对教育教学富有热情，承担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

1. 新进教师 3年内教学工作量按【浙基医发〔2017〕27号】文件精

神执行，入职当年晋升不作要求。

2．入职 3年以上讲师，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至少讲授本科生课程 1门并考核良好及以上；

②年均教学课堂时数应达到 80学时，其中本科教学时数不少于年均

20学时。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

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

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量、

获奖、专利及转化、标准制

定、智库成果等））

研究成果：

在本人的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平，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

量、高水平的代表作至少 1篇，并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以第一权利人的专利转化到账 50万及以上，视同论文 1篇。

研究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

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

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

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

刊编委、团队建设、协同合

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 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3. 担任主流期刊编委。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

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

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

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引

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 1篇或主持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1. 2018年1月以后入职的教师需完成学校的始业教育和基础医学系

制定的新教师教学培训要求【浙基医发〔2017〕27 号】，入职当年

晋升不作要求；

2.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1）教学业绩突出者；（2）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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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础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2020 年非华裔教授职务

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树人、

恪守学术规范等）

1.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

学术诚信和规范；

2.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本

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教

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等）

对教育教学富有热情，承担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成效

显著：

1. 新进教师 3年内教学工作量按【浙基医发〔2017〕26号】文件

精神执行，入职当年晋升不作要求。

2. 入职 3年以上教师，需满足以下条件：

1 至少讲授本科生课程 1门且考核良好及以上，年均教学课堂时

数达到 80学时，其中本科教学时数不少于 20学时；

② 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毕业。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的

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响力

要求（学术论著质量、获奖、

专利及转化、标准制定、智库

成果等））

研究成果：

在本人的研究领域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

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至少 2篇，并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研究项目：

新进 3年内教师不作要求，超过 3年的教师晋升需主持国家级科研

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职

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在重

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题报

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刊编委、

团队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一级学会学术报告或国际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 担任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工

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就业

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

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

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 1篇或主持国

家级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1）教学业绩突出者；（2）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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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础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2020 年非华裔副教授职务

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树人、

恪守学术规范等）

1.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

学术诚信和规范；

2.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本

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教

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等）

对教育教学富有热情，承担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成效

显著：

1. 新进教师 3年内教学工作量按【浙基医发〔2017〕26号】文件

精神执行，入职当年晋升不作要求。

2. 入职 3年以上教师，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 至少讲授本科生课程 1门且考核良好及以上，年均教学课堂时

数达到 80学时，其中本科教学时数不少于 20学时；

② 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毕业。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的

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响力

要求（学术论著质量、获奖、

专利及转化、标准制定、智库

成果等））

研究成果：

在本人的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平，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

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至少 1篇，并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研究项目：

新进 3年内教师不作要求，超过 3年的教师晋升需主持省部级科研

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职

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在重

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题报

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刊编委、

团队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 国内外学术组织任职。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工

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就业

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

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

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代表作 1篇或主持省

部级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①教学业绩突出者；②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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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高级职务任职条件

说明：

1.教育教学论文应为以教育教学研究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在学校人事处核定的

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篇。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

刊请见：https://hr.zju.edu.cn/cn/2019/0124/c28843a1272720/page.psp。医学教育期刊目

录如下：《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

志》；《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学教育》；

《继续医学教育》；《中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医学与哲学（人文

社会医学版）》；《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由人力资源委员会组织专家认定。

3.国家级项目认定依照医学院相关规定。

4.主讲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依照《浙江大学本科教学教师工作规范（2006年 5月
修订）》相关规定。

5.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指：①主持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

与者（前 2位）获得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3位）获得省

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②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3位）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 1项；

或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5位）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

6.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作为本学科标志性成果：

（1）以第一完成人获得所在领域公认的学术成果（例如，成果入选浙江大学“年
度十大学术进展”级别及以上，撰写国家标准等）；

（2）获得科研或教学方面的省部级一等奖（排第 1），国家二等奖（排前 3），

国家一等奖（排前 5）；

（3）科研项目（第一负责人）：973首席，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国家级项目单项合同经费 1000万及以上；

（4）论文（评审期内发表，第一或通信作者）：1 篇 Nature/Science/Cell 及主

要子刊（不计 Scientific Reports等 Nature集团出版），四大医学期刊（NEJM, JAMA,
LANCET, BMJ）及主要子刊；

（5）专利（计第一发明人专利）：单项转让费≥100万元；

（6）其他经公共卫生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的标志性成果。

7.2020年高级职务任职条件，今年参照执行，2021年正式执行。

2.1 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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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立德树人、

恪守学术规范等）

1.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

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

任务、本科生课程时

数、教学质量、教改

工作、学生指导及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1. 主讲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1门并考核良好及以上，年均教

学 64学时，其中本科生课程教学时数不少于 20学时；

2. 独立指导研究生，且已毕业人数≥1名；

3. 任现职期间发表教育教学论文≥1 篇或主持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1项；

4. 任现职以来须有不少于 1年且申报正高职务前须有不少于

2 年担任研究生德育导师或班主任或新生之友或本科生导师

或兼职辅导员等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

大横向的科研项目、

研究成果及影响力要

求（学术论著质量、

获奖、专利及转化、

标准制定、智库成果

等））

1.论文：

①在本人研究领域达到国际一流学术水平，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累计在国际期刊和国内顶级期刊上至少发表论文 10
篇。近 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

文不少于 4篇、或国际高影响期刊论文不少于 2篇、或发表

国际顶级期刊论文至少 1篇。并保持良好的学术活力和发展

潜力。

②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本人研究领域达到国际一流学

术水平，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累计在国际期刊和国内顶级

期刊上至少发表论文 10篇。近 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不少于 2篇。

2.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主持国家级项目 2项；

②主持 1项为国家级项目，另 1项满足以下之一：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同等级别项目）课题组长或学

术骨干且项目合同经费≥50 万元；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大、重点项目的课题组长；或学术骨干且项目合同经费≥50
万元；或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 1项；或主持国际合作重

大/重点项目 1项，且合同经费≥100万元（需经公共卫生学院

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

③对从事应用推广性研究的教师，须主持横向项目或成果转

化类项目，到校经费累计不少于 200万元，且其中有单项到

款至少 100万(含)（需经公共卫生学院人力资源委员会认定）。

④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主持国家级项目或省部级社科

类重大项目 1项，或 100万及以上的国际基金会项目 1项。

3.专著（其他研究方向不做要求）：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出版学术专著（独著）1 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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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以上）或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1部。无专著者增加作为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期刊论文 1篇。

4.获奖情况、专利，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①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5 位、省

部二等奖排名前 3位）

②国家发明专利 1项（第一发明人）；

③获得本学科领域公认的标志性成果。

5.其他

大数据研究方向或参照当年信息学部相关学科评聘此栏标准

执行。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

术组织职务、举办重

要国际会议、在重要

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

题报告、邀请报告或

担任期刊编委、团队

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 担任学科领域高质量、高水平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

共服务工作的要求，

特别是招生、就业指

导、第二三四课堂教

学的具体要求等）

校内服务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积极参与学科专业建设、平台基地建设；

2. 积极参与学校、院、系、研究中心（所）、学科系、重点

实验室的各项公共事务工作（含担任教学秘书、学位点秘书

或学科系秘书或专项工作组成员）；

3. 积极参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教改项目。

校外社会服务工作由公共卫生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

求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新增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或其他来源国家级研究项

目单项合同经费≥50万元 1项；

2.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 1篇。

3. 研究成果被联合国、WHO等国际组织引用；

4. 卫生政策、政策引导等报告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采纳；

5. 医疗大数据研究方向或参照当年信息学部相关学科评聘此

栏标准执行。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相关荣誉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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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立德树人、恪

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

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

任务、本科生课程时

数、教学质量、教改工

作、学生指导及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等）

1. 参加讲授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1门并考核良好及以上，年

均教学时数 64学时，其中本科生课程教学时数不少于 20学时；

2. 任现职期间发表教育教学论文≥1篇或主持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1项；

3. 任现职期间担任研究生德育导师或班主任或新生之友或本

科生导师或兼职辅导员等工作 1年以上；

4. 协助指导硕博研究生≥1名。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

大横向的科研项目、研

究成果及影响力要求

（学术论著质量、获

奖、专利及转化、标准

制定、智库成果等））

1. 论文：

①本人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学术水平，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累计在国际和国内顶级期刊上至少发表论文 8篇。近 5年，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至少 3篇。或

发表国际高影响期刊论文至少 1篇，并保持良好的发展潜力。

②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在本人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学

术水平，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累计在国际和国内顶级期刊上

至少发表论文 8篇。近 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际

高质量期刊论文至少 1篇。

2.项目：

主持项目 2项，其中 1项为国家级项目；另 1项满足以下之一：

①国家级项目 1项且研究合同经费不少于 50万元；

②省部级项目 1项。

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或 20
万及以上的国际基金会项目一项，或国家级项目 1项且研究合

同经费不少于 20万。

如获得本学科领域公认的标志性成果，则认为满足条件。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

术组织职务、举办重要

国际会议、在重要国际

学术会议上做主题报

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

刊编委、团队建设、协

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 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12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

共服务工作的要求，特

别是招生、就业指导、

第二三四课堂教学的

具体要求等）

校内服务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积极参与学科专业建设、平台基地建设；

2. 积极参与学校、院、系、研究中心（所）、学科系、重点实

验室的各项公共事务工作（含担任教学秘书、学位点秘书或学

科系秘书或专项工作组成员）；积极参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

教改项目。

校外社会服务工作由公共卫生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

求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新增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

2.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 1篇。

3. 研究成果被联合国、WHO等国际组织引用；

4. 卫生政策、政策引导等报告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采纳。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相关荣誉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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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外籍非华裔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立德树人、恪

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

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leading
national or major
non-governmental
funded research
projec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academic
quality, awards, patents
and transformation,
standard setting, think
tanks, etc.)

Publications:
-Publish at least 2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high-level papers
in related discipline, including 1 original research paper. The other
one can be review, invited commentary or policy papers in
authoritative journals.
Awards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Meet any of the
following three):
- International or national Award
- Reports on health policies, policy guidance adopt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s.
- Research results cited by WHO,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ublish 1 more original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high-level
research paper if you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Grants:
- PI of at least 2 international or national projects.

Academic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membership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hold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oing
keynote speeches or
being invited to present
reports a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hips,
citations, team building,
collaboration, etc.)

- At least on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ship.
- At least one invita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make
keynote speech or oral reports.
- At least one invitation from advisory bodies, academic journal
editorial boards or request to advise from local,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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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外籍非华裔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立德树人、恪守学

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

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leading
national or major
non-governmental
funded research projec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academic
quality, awards, patents
and transformation,
standard setting, think
tanks, etc.)

Publications:
-Publish at least 1 original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high-level
research paper in related discipline.

Awards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Meet any of the
following three):
- International or national Award
- Reports on health policies, policy guidance adopt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above.
- Research results cited by WHO,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ublish 1 mor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high-level paper if
you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Grants:
- PI of at least 1 international project or national project.

Academic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membership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hold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oing
keynote speeches or
being invited to present
reports a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hips,
citations, team building,
collaboration, etc.)

- At least on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ship.
- At least one invita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At least one invitation from advisory bodies, academic journal
editorial boards or request to advise from local,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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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护理系 2020 年高级职务任职条件

说明：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是指：

1. 主持校级或院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2位）获得厅级教学

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3位）获得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参

与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

2. 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3位）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5
位）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在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篇(第一作者)。
学 校 人 事 处 核 定 的 期 刊 请 见 ：

https://hr.zju.edu.cn/cn/2019/0124/c28843a1272720/page.psp。医学教育期刊目录如下：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医

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学教育》；《继续

医学教育》；《中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

学版）》；《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3.1 护理系 2020 年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科：护理学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

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

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

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等）

1.至少主讲研究生课程 1门并考核良好及以上，年均教学绩点达到 32；

2.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研究生（含在读研究生）；

3.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 1项，或获得教学竞赛奖 1项。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

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

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量、

获奖、专利及转化、标准制

定、智库成果等））

1.学术论文要求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研究论文（至

少 1篇是通讯作者），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1篇；
2 发表在国际 JCR 二区及以上期刊 2篇；
3 发表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4篇（其中 1篇发表在医学

部 Top 期刊）；

④发表在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5篇；

⑤发表在 JCR 二区 1 篇并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2 篇（其中 1 篇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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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3 篇；或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1 篇（TOP 期刊）并

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3篇；或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2 篇（其中 TOP 1 篇）

并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2篇；或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3篇（其中 TOP1 篇）

并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1篇。

2．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9位、省部二等奖

排名前 7位，省部三等奖排名前 5位）；

②国家发明专利 1项（第一发明人）；

③无奖项和专利则增加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论文 1篇。

3．科研项目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或人文社科类国家级基金项目 1项；

②主持其他来源纵向研究项目单项合同经费不少于 50 万元。

学术影响力：（包括担任

国内外学术组织职务、举办

重要国际会议、在重要国际

学术会议上做主题报告、邀

请报告或担任期刊编委、团

队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担任高质量期刊编委；

3．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

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

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

学的具体要求等）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优先考虑：

1．积极参与学院、系、研究中心（所）、学科及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含担任教学秘书或学科秘书或专项工作组成员）；

2．积极参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教改项目。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 1 篇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的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论文或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相关荣誉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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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护理系 2020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科：护理学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立德树人、恪守学

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

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本科生

课程时数、教学质量、教改工作、

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1．参加讲授课程 1门并考核良好及以上，年均教学绩点达到

32；

2.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 1项，或获得教学竞赛奖 1项。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的科研

项目、研究成果及影响力要求（学

术论著质量、获奖、专利及转化、

标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1、 1.学术论文要求

以第一作者发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研究论文，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发表在国际 JCR 二区及以上期刊 1篇；

②发表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2篇（其中 1篇发表在医学部 Top

期刊）；

③发表在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3篇；

④发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1篇（TOP 期刊）并国内一级科技期

刊 2篇。

2．科研项目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1项及以上；

② 参与国家级项目 1项（前 3位）。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职务、

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在重要国际学

术会议上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或

担任期刊编委、团队建设、协同合

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工作的

要求，特别是招生、就业指导、第

二三四课堂教学的具体要求等）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优先考虑：

1．积极参与学院、系、研究中心（所）、学科及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含担任教学秘书或学科秘书或专项工作组成员）。

2．积极参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教改项目。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 1 篇第一作者发表的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论文或 1 项省

部级科研项目。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相关荣誉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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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学院 2020 年研究员/副研究员任职条件

4.1 医学院 2020 年研究员任职条件

学科：适用于研究为主岗教师、附属医院专职研究人员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

德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

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工作：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1. 研究成果：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至少 1篇是通讯作者），且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 在国际高影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
② 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需在本学科领域）4篇。
2. 研究项目：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 主持优青项目 1项；
②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2项（其中至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③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和主持 500万以上横向科研项目 1项。
3. 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
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一等奖不计排名，国家二等奖排名前 7
位，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5位、省部二等奖排名前 3位）或国家发明专利 1
项（第一发明人）或科技成果转让价值不少于 200万；无奖项和专利则增
加高质量、高水平代表作 1篇。

学术影响力：（包括担任

国内外学术组织职务、举办

重要国际会议、在重要国际

学术会议上做主题报告、邀

请报告或担任期刊编委、团

队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 担任担任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

生、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

堂教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党政、学科、研究中心、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运行管理事务；参

与国际合作、人才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 1篇或主持国家级科研项

目 1项。

其他 获得学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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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医学院 2020 年副研究员任职条件

学科：适用于研究为主岗教师、附属医院专职研究人员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

德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

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工作：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协助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1. 研究成果：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至少 1篇是通讯作者），
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 在国际高影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

② 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需在本学科领域）4篇。

2. 研究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

3. 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

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一等奖不计排名，国家二等奖排名

前 9位，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7位、省部二等奖排名前 5位）或国家发

明专利 1项（第一发明人）或科技成果转让价值不少于 100万；无奖

项和专利则增加高质量、高水平代表作 1篇。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

织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

议、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

做主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

任期刊编委、团队建设、协

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 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

生、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

堂教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党政、学科、研究中心、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运行管理事务；

参与国际合作、人才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的优先考

虑。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部Top期刊论文 1篇或主持省部级科

研项目 1项。

其他 获得学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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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化医学研究院 2020 年高级职务任职条件

说明：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是指：

1. 主持校级或院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2位）获得厅级教学

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3位）获得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参

与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

2. 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3位）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5
位）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在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 篇(第一作

者 ) 。 学 校 人 事 处 核 定 的 期 刊 请 见 ：

https://hr.zju.edu.cn/cn/2019/0124/c28843a1272720/page.psp。医学教育期刊目录如下：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医

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学教育》；《继续

医学教育》；《中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

学版）》；《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5.1 转化医学研究院 2020 年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科：适用于转化医学研究院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

德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

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工作：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

量、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1. 至少讲授本科生课程 1门且考核良好及以上。

2. 完成年均教学时数 50学时（其中本科生课时年均 8学时）；特聘

研究员须完成年均教学时数 28学时，其中本科生课时年均 5学时。

3 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毕业。

4. 任副教授期间承担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或获得教学竞赛

奖 1项。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

向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

影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

量、获奖、专利及转化、标

准制定、智库成果等））

研究成果：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研究论文（至少 1篇是通讯作

者），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发表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1篇；

2. 发表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1篇和至少下列一项:

①直接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1篇；

②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 1项；

③科技成果转让价值不少于 200 万元。

3. 发表医学部 Top 期刊论文（须在本学科领域）3篇。

研究项目：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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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持优青项目 1项；

②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2项（其中至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③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和主持 500 万以上横向科研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包括担任

国内外学术组织职务、举办

重要国际会议、在重要国际

学术会议上做主题报告、邀

请报告或担任期刊编委、团

队建设、协同合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学术会议口头报告；

2.担任高质量、高水平的期刊编委；

3.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

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

生、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

堂教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引

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1篇或主持国家级科

研项目 1项。

其他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①教学业绩突出者；②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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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转化医学研究院 2020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科：适用于转化医学研究院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

6 遗传学研究所 2020 年高级职务任职条件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

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

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工作：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

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等）

1. 入职 3年以内的教师，须在 3年内完成教学时数 28学时,其中本

科生教学时数年均 5 学时，并在入职的 2年内完成一门本科生课

程的听课任务；

2. 入职满 3年的教师，需完成年均教学时数 50学时, 其中年均本科

生教学时数 8学时。

3. 课程考核良好及以上。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

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

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量、

获奖、专利及转化、标准制

定、智库成果等））

研究成果：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且满足以

下之一：

1. 发表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1篇；

2. 发表研究论文 2篇，且其中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1篇；

3. 发表研究论文 1篇，且科技成果转让价值不少于 100 万元；

4. 发表医学部 Top 期刊论文（需在本学科领域）3篇；

研究项目（新进教师 1年内晋升的可以不作要求）：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

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

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

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

刊编委、团队建设、协同合

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

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

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

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

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 1篇或主持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① 教学业绩突出者；② 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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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是指：

(1)主持校级或院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2位）获得厅级

教学改革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3位）获得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

或参与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

(2)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3位）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5位）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在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 篇(第一

作 者 ) 。 学 校 人 事 处 核 定 的 期 刊 请 见 ：

https://hr.zju.edu.cn/cn/2019/0124/c28843a1272720/page.psp。医学教育期刊目录如下：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医

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学教育》；《继续

医学教育》；《中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

学版）》；《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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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遗传学研究所 2020 年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科：适用于遗传学研究所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

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

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工作：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

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等）

1. 至少讲授本科生课程 1门且考核良好及以上。

2. 完成年均教学时数80学时（其中本科生课程年均不少于10学时），

特聘研究员须完成年均教学时数 32学时（其中本科生课程年均不

少于 10学时）。

3．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的研究生毕业。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

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

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量、

获奖、专利及转化、标准制

定、智库成果等））

研究成果：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至少 1篇是通讯作者），

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发表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1篇；

2. 发表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2篇；

3. 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须在本学科领域）3篇。

研究项目：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主持优青项目 1项；

2.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2项（其中至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3.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和主持 500万以上横向科研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

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

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

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

刊编委、团队建设、协同合

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学术会议口头报告；

2. 担任高质量、高水平学术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

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

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

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

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 1篇或主持国家级

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① 教学业绩突出者；② 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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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遗传学研究所 2020 年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科：适用于遗传学研究所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

师德师风：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立德

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等）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

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年参加的年度师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教学工作：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

本科生课程时数、教学质量、

教改工作、学生指导及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等）

1.入职 3年以内的教师，须完成教学时数 32学时，其中本科生教学

时数 5学时, 并在入职的 2年内完成一门课程的听课任务；入职当年

晋升不作要求。

2. 入职 3年以上的教师，需完成年均教学时数 80学时,其中本科生

教学时数年均 10学时。

科学研究：

（包括主持国家或重大横向

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影

响力要求（学术论著质量、

获奖、专利及转化、标准制

定、智库成果等））

研究成果：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且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

1. 发表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1篇；

2. 发表高水平论文 2篇，且其中 1篇为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3. 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需在本学科领域）3篇。

研究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
（包括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

职务、举办重要国际会议、

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

题报告、邀请报告或担任期

刊编委、团队建设、协同合

作等）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2. 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社会服务：

（包括校内外社会公共服务

工作的要求，特别是招生、

就业指导、第二三四课堂教

学的具体要求等）

参与以下社会服务：

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国际合作、人才

引进、招生宣讲、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新增业绩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部 Top期刊论文 1篇或主持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1项。

其他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① 教学业绩突出者；②获校级及以上各类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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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医学院 2020 年附属医院卫生技术高级职务人员兼评高校教师高

级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一、评聘通道和任职资格

附属医院卫生技术正高级职务人员可兼评高校教授、副教授职务；

副高级职务人员可兼评高校副教授职务。

兼评高校教师高级职务须具有博士学位；任现职以来须有不少于1

年且申报正高职务前须有不少于2年兼职辅导员、班主任、德育导师或新

生之友等学生管理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应具有海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

机构学习和研究经历，其中申报正高职务的，应在境外取得学位，或任

现职以来具有累计不少于三个月海外学术交流经历，或近五年受邀在海

外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上口头报告；对交叉学习、进修经历不再要求。

二、岗位要求和业绩条件

具有较高的临床专业水平，有较稳定的临床医学研究方向，能够发

表高水平的临床研究论文，负责高水平研究项目，胜任高水平的临床教

学工作，在同行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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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主任医（药、技）师兼评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申报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师德师风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

和规范；

2. 近 5 年参加的年度师德、医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临床工作

具有从事高水平医疗服务的能力，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的临床或重

大技术问题，能熟练正确并成功地组织、抢救一定数量的危重病人或全面

指导和组织本专业的业务工作。

教学工作

1. 担任教学工作，年均教学绩点≥30（其中本科教学绩点≥15），教学
评价优良。
2. 至少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毕业。
3. 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项或获得教师教学竞赛一项。
4. 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并获得合格证书。
5. 获得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如优质教学奖、陈小英教师奖等）或者担
任全日制教学国家级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科学研究

1. 学术论文要求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的高质量、高水平论文代表作，且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
（1）在国际顶级刊物或国际高影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
（2）在国际高质量刊物或医学院 TOP 期刊上发表论文 2篇，且其中 1篇
在本领域专业期刊。
2. 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
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一等奖不计排名，国家二等奖排名前 7
位，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5位、省部二等奖排名前 3位）或国家发明专利 1
项（第一发明人）。如无奖项或专利，则增加高质量、高水平论文 1篇。
3. 著作 优秀学术著作或教材纳入评审的综合考虑。
4. 项目
主持国家级项目 2项（其中 1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项目 1项。

学术影响

力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 担任国际知名期刊或核心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参与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参与国际合作、人

才引进、招生宣讲、命题考核、技能培训、评审、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

新增业绩

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院TOP期刊论文1篇或主持国家级科研项

目 1项。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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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口腔医学主任医师兼评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申报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师德师风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
和规范；

2. 近 5 年参加的年度师德、医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临床工作
具有从事高水平医疗服务的能力，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的临床或重
大技术问题，能熟练正确并成功地组织、抢救一定数量的危重病人或全面
指导和组织本专业的业务工作。

教学工作

1. 担任教学工作，年均教学绩点≥25（其中本科教学绩点≥10），教学
评价优良。
2. 至少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毕业。
3. 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项或获得教师教学竞赛一项。
4. 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并获得合格证书。
5. 获得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如优质教学奖、陈小英教师奖等）或者担
任全日制教学国家级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科学研究

应满足以下条件：
1. 主持国家级项目 2项（其中 1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项目 1项。或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2且项目获准总经费≥100 万元；或承担纵向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1项且项
目获准经费≥300 万元（排名前 2）；或作为负责人的科研项目累计到校
总经费（不含横向项目的拨出经费）≥200 万元。
2.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际顶级刊物论文 1篇；
（2）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2篇；
（3）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1篇并具有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1篇；
（4）本学科国际主流刊物论文或 TOP 期刊论文 3篇及以上；
3. 获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一等奖不计排名、国家二等奖排名
前 7位、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5位、省部二等奖排名前 3位、省部级三等奖
排名前 1位）；或作为第一单位第一发明人或授权职务专利 1项；或获得
临床新技术国家发明专利 1项（负责人，以专利证书为准）；无奖项和专
利则增加国际本学科国际主流刊物论文 1篇；
4. 优秀学术著作或教材编委及以上或参与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的制定纳
入评审的综合考虑

学术影响

力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口头报告一次；
2. 担任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及核心期刊编委；
3. 担任国家级学会或专业委员会委员或以上；
4. 担任省级学会常务理事或以上。

社会服务

1. 获得校、学院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2. 担任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青年委员及以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3. 在各项危机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积极参加各级下乡下沉帮扶工作和
国家、学校或医院组织或批准的各项公益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再次申报

新增业绩

要求

增加 1篇本学科国际主流刊物或 TOP 期刊论文或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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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主任护师兼评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申报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师德师风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
和规范；

2. 近 5 年参加的年度师德、医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临床工作

具有从事高水平护理服务的能力，在提高护理质量和水平上做出重要贡
献，对医院护理队伍建设、业务技术管理、组织管理等方面有创造性意见
和成绩；对急重、疑难病人的护理具有丰富的经验，能指导或组织急、重、
疑难及抢救病人的护理。

教学工作

1．担任教学工作，年均教学绩点≥20，教学评价优良；
2．独立指导 1名及以上研究生（含在读研究生）；
3．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项或获得教师教学竞赛一项。
4．获得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如优质教学奖、陈小英教师奖等）或者担

任全日制教学国家级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科学研究

1. 学术论文要求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研究论文（至少
1篇是通讯作者），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1篇；
②发表在国际 JCR 二区及以上期刊 2篇；
③发表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3篇；（其中 1篇发表在医学部 Top 期刊）
④发表在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4篇。
⑤发表在 JCR 二区及以上 1篇并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1篇（TOP 期刊），或
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2篇；或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1篇（TOP 期刊）并国内一
级科技期刊 3篇；或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2篇（其中 TOP 1 篇）并国内一级
科技期刊 2篇。
（口腔医学院 TOP 杂志目录见附件）
2. 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9位、省部二等奖
排名前 7位，省部三等奖排名前 5位）；
（2）国家发明专利 1项（第一发明人）；
（3）无奖项和专利则增加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论文 1篇。
3. 科研项目要求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或人文社科类国家级基金项目 1项；
（2）主持其他来源研究项目单项合同经费不少于 50 万元。

学术影响

力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内一级学会或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
2．担任高质量期刊编委；
3．担任国家级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4．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理事。

社会服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优先考虑：
1. 积极参与学院、系、研究中心（所）、学科及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含
担任教学秘书或学科秘书或专项工作组成员）；
2. 积极参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教改项目。

再次申报

新增业绩

要求

新增 1 篇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的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论文或一项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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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主任/副主任医（药、技）师兼评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申报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师德师风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 年参加的年度师德、医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临床工作

具有从事高水平医疗服务的能力，较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能独立解决处理

疑难病症或危重病人的抢救或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的技术问题，参加承担院

内临床会诊等医疗活动或指导组织本专业的业务工作。

教学工作

1. 担任教学工作，年均教学绩点≥30（其中本科教学绩点≥15），教学评价

优良。

2. 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项或获得教师教学竞赛一项。

3. 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并获得合格证书。

4. 获得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如优质教学奖、陈小英教师奖等）或者担任全

日制教学国家级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科学研究

1. 学术论文要求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的高质量、高水平论文代表作，且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
（1）在国际高质量期刊和医学院 TOP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各 1篇；
（2）在医学院 TOP 期刊上发表论文 2篇。
2. 获奖情况、专利及转化要求
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一等奖不计排名，国家二等奖排名前 9 位，

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7 位、省部二等奖排名前 5 位）或国家发明专利 1项（第

一发明人）。如无奖项或专利，则增加高质量、高水平论文 1篇。

3. 著作
优秀学术著作或教材纳入评审的综合考虑。
4. 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学术影响

力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会议报告；

2. 国际知名期刊或核心期刊编委；

3. 担任省级及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校级或院级教师发展中心报告。

社会服务
参与党政、学科、研究中心、课程组等运行管理事务；参与国际合作、人才

引进、招生宣讲、命题考核、技能培训、评审、科普等各类公共事务。

再次申报

新增业绩

要求

新增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医学院TOP期刊论文1篇或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

项。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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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口腔医学主任/副主任医师兼评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申报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师德师风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 年参加的年度师德、医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临床工作
具有从事高水平医疗服务的能力，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的临床或重大技术
问题，能熟练正确并成功地组织、抢救一定数量的危重病人或全面指导和组织本
专业的业务工作。

教学工作

1. 担任教学工作，年均教学绩点≥25（其中本科教学绩点≥10），教学评价优良。
2. 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项或获得教师教学竞赛一项。
3. 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并获得合格证书。
4. 获得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如优质教学奖、陈小英教师奖等）或者担任全日制
教学国家级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教材）
主编、副主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科学研究

应满足以下条件：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或承担纵向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1项且项目
获准经费≥200 万元（排名前 2）；或作为负责人的科研项目累计到校总经费（不
含横向项目的拨出经费）≥100 万元。
2. 不少于三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的高质量、高水平论文代表作，且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
（1）国际高影响刊物论文 1篇；
（2）国际高质量刊物论文 1篇；
（3）本学科国际主流刊物或 TOP 期刊论文 2篇；
（口腔医学院 TOP 杂志目录见附件）
3. 获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国家一等奖不计排名、国家二等奖排名前 9位、
省部一等奖排名前 7位、省部二等奖排名前 5位、省部级三等奖排名前 1位）或
国家发明专利 1项（第一发明人）；无奖项和专利则增加本学科国际主流刊物或
TOP 期刊论文 1篇；
4. 优秀学术著作或教材编委及以上或参与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的制定纳入评审
的综合考虑。

学术影响力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口头报告一次；
2. 担任核心期刊编委；
3.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或以上。

社会服务

1. 担任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青年委员及以上、核心期刊编委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

2. 在各项危机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积极参加各级下乡下沉帮扶工作和国家、学
校或医院组织或批准的各项公益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再次申报新
增业绩要求

增加 1篇本学科国际主流刊物或 TOP 期刊论文或 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其他 获得校、学院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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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主任/副主任护师兼评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申报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师德师风

1.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恪守学术诚信和规范；

2. 近 5 年参加的年度师德、医德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临床工作

具有从事高水平护理服务的能力、较丰富的护理经验，对急、重、疑难病人的护理

能进行指导；在医院护理队伍建设、业务技术管理、组织管理等方面做出一定成绩

与贡献。

教学工作

1. 担任教学工作，年均教学绩点≥20，教学评价优良；

2. 完成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项或获得教师教学竞赛一项。

3. 获得各项教学荣誉的教师（如优质教学奖、陈小英教师奖等）或者担任全日制

教学国家级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教材）

主编、副主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科学研究

1.研究论文质、量要求

以第一作者发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研究论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发表在国际 JCR 二区及以上期刊 1篇；

②发表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2 篇；（其中 1篇发表在医学部 Top 期刊）

③发表在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3 篇。
④发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1篇（TOP 期刊）并国内一级科技期刊 2篇。
2.科研项目要求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1项及以上；

（2）参与国家级项目 1项（前 3位）。

学术影响

力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报告；

2.省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委员；

社会服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优先考虑：

1.积极参与学院、系、研究中心（所）、学科及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含担任教学秘

书或学科秘书或专项工作组成员）；

2.积极参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教改项目。

再次申报

新增业绩

要求

新增 1 篇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的符合学术论文要求的论文或一项省部级及

以上科研项目。

其他 获得院级及以上各项荣誉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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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包括以下三项：

（1）主持经医学院认定的院系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2

位）获得医学院、校级、地厅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 项；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前 3

位）获得省部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项；参与国家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3位）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 1项；或作为主要完成者（前

5位）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在学校人事处核定的期刊或医学教育专业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

篇。医学教育期刊目录如下：《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华

医学教育探索杂志》《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

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中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医学与哲学（人

文社会医学版）》《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 教师教学竞赛指：获得经医学院认定的院系级教师教学竞赛前 3名；或医学院教

师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或校级及以上教师教学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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