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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2021毕业指导会》



高校专任教师的应聘环节

简历投递 面试&试讲 上报&讨论 公示&三方 入职报到

公示&签约

讨论不通过

简历1

面试1简历2

面试2简历3

讨论通过面试3简历4

范式一：面向求职的过程



范式二：面向求职的问题

【理想】“合法、公平、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实际】信息和机会并不对等

① 教职僧多粥少

② 求职时间紧张

③ 求职经验严重不足

④ 求职和聘用流程缓慢

⑤ 入职前看不到具体合同

⑥ 同层次高校之间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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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二：面向求职的问题

【理想】“合法、公平、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实际】信息和机会并不对等

① 教职僧多粥少

② 求职时间紧张

③ 求职经验严重不足

④ 求职和聘用流程缓慢

⑤ 入职前看不到具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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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第一年9月 – 第二年6月
✓ 科研任务：发表文章、申请专利……
✓ 求职事项：招聘信息、简历、面试……
✓ 毕业流程：博士论文（撰写、查重、送审、答辩），档案、户口、组织关系



2. 是不是“非升即走”？

1. 有没有事业编？

6. 双一流or双非？

4. 安家费？购房补贴？

8. What? 带编也搞“非升即走”？

9. “三方只是入职意向，先签了吧”、“协议不是合同，先签了吧”

10. 事业单位 ≡ 有编？

3. 每月/每年到手多少？11. 聘用合同vs劳动合同？

7. ×聘（特、预、准、校）副教授，是啥意思？

5. 要求做师资博后，做不做？



目 录

群狼环伺的青椒职业生涯

招聘公告里的噱头

真实的可支配收入

编制、稳定与非升即走

聘用合同与三方协议

安家费与购房补贴



1.“山高路远坑深”：群狼环伺的青椒职业生涯

典型：中×大学、武×大学

https://www.sohu.com/a/552925235_121124347



1.“山高路远坑深”：群狼环伺的青椒职业生涯

位于杭州的中国×量大学、杭字头8字大学、浙×工

成都×工大学（按聘期给）、中南×经大学（结题前一半）



2.“诱人”的招聘公告——所见即所得？









“用诱饵先把韭菜引进来”

▪ 在招聘启事中，所谓的安家费150万和年薪80万是最高一档，其作用是噱
头或幌子。

▪ 号称提供如此待遇的一般都是三四流高校和地方院校，985高校从不这样
宣传自己。

▪ 在招聘启事中，还有更多的档次，其入职待遇一路走低，一直低到令人发
指的正常师资补充。



3.实际到手的收入——君子固穷？



1. 基础工资（工资性收入）

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津贴、岗位津贴和各种小补贴等，之后扣除：公积金、

医保金、职业年金、养老保险、工会费和个人所得税等，才是每个月到手可支配的工资。

2. 奖励工资（非工资性收入）

a) 课时工资——每节课50-100元，减掉年最低课时量，多余的部分才起算。

需要有足够的课时，而上课太多显然又要挤占不多的科研时间。

b) 绩效工资——包括论文、专著、项目、奖项、专利等各种科研奖励。

从零到上百万不等，绝对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c) 项目津贴——从科研项目中提取的间接经费。

越来越向头部教授、有帽子的教授集中，经费的持续性因人而异。

d) 帽子工资——这才是收入差距巨大之所在！

e) 答辩评审费和讲座费——打打牙祭，而且也是体力活和时间活。

985副教授的年到手可支配收入：17W – 22W



“自留地”

“公家田”
地区（财政）

学校（部/省/市属）

职称（level）

声望

能力



“公家田”的影响因素

所在地区

▪ 广东、江苏、北京、上海

▪ 山东、杭州市属

▪ 重庆、浙江省属、河南、安徽（看城市）、
四川、东北

学校层次

▪ 对讲师级别的博士青年教师收入影响不大

▪ 和高层次人才不同，双非/专科的讲师待遇
往往还比985/211/双一流高校高上一筹

▪ 同一地区、同一级别、同一直属，待遇大
同小异（“一碗水端平”原则）



4.编制——“宇宙的尽头”



关于“编制”的几个易混淆点

✓事业单位 = 带编？

✓签合同 = 不带编？

✓“编制”和“非升即走”是什么关系？

✓长聘 = 带编？



✓ 事业单位的分类

I. 全额拨款

II. 财政补贴（差额拨款）

III. 自收自支（自主）——旱的旱，涝的涝，两极分化

IV. 参公（参照公务员）

http://rsc.suda.edu.cn/3c/25/c275a408613/page.htm

自收自支

http://rsc.suda.edu.cn/3c/25/c275a408613/page.htm


真编制or“伪编制”？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话求职者知道，高校也知道……于是逐渐地，部分高校和求职者玩起了“文

字游戏”。

有人看了招聘信息，以为“XX编”就是有编制，入职以后却发现，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聘用制/聘任制（江苏）

某高校招聘信息，无编制岗位
（人事代理）

南京师范大学招聘信息，有事业编岗位

区别：“备案”和“聘用”两者是否同时存在

Q: 看见签“合同”需要心慌吗？

A: 此处的合同相当于和单位签订、和编制系统签订，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

（约定了期限的正式事业编制）



周转池编制（安徽）

A高校：空余的编制多，在编的人数少 B高校：空余的编制无，拟招的人数多

编制 用人

正式事业编制 √



(报备)员额制（浙江、湖北）

杭州师范大学招聘信息，报备员额编岗位

进编，但属于体制外。待遇和晋升完全相同。单位自主招人，可以不经人社部门批准。



备案编/制（控制备案制/控制总量备案管理）（区别对待：山东）

招聘、待遇和晋升，与原事业编完全一致、同工同酬。

空编补缺。备案编隶属于学校，到岗不到人，浮动的“伪”编制。

山东师范大学，备案编岗位



附：高校的4种用工形式

1. 进编

档案入校。专任教师，行政管理岗人员，专职辅导员。（ps: 专职科研岗？）

2. 人事代理

学校直接自主和教师签订聘用合同，由人才市场代理托管人事档案。可能的待遇区别：
养老保险缴存的标准不同于进编人员（社保缴存地不同）。一般为教辅类专业技术人员：
实验教学、财会人员、图书馆管理人员。

3. 劳务派遣

收入和人事关系都由劳务派遣公司负责。

4. 临聘人员、临时工、外聘人员



FAQ: 为什么给编也会“非升即走”？

▪编制在岗不在人

▪ 当人员被聘用至该岗位时，他只是编制的使用者而非拥有者，在岗的人有

编，人走了编就被收回了，所以跟“非升即走”并不冲突。

▪ tips: 衡量一份教职的稳定性，合同要求比占编形式更关键。

▪ e.g. 无编教授的长聘合同 vs 带有“非升即走”条款的讲师聘用合同

▪ 在核心层面上，必须支持真正的非升即走制度，反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挂羊头卖狗肉，主

要用以充当韭菜收割机的所谓“非升即走”，甚至是不升只走。



5.合同——落子无悔的抉择vs明枪暗箭的陷阱

字斟句酌 三遍不多



“入职前是人才、入职后是人质”：聘用合同中的割韭菜条款

1. 约定六年聘期（3+3），三年一考核，非升即走。

退钱降薪

https://www.sohu.com/a/552925235_121124347



“入职前是人才、入职后是人质”：聘用合同中的割韭菜条款

2. 如果不是非升即走，则约定很长的合同期限，比如首次签10年，用150W买断你最有
创造力的科研生涯。

3. 约定安家费分10年发放，具体分到每个月还要扣税。而如果提前离职，则要全额退款。
（“10年有期徒刑”）

4. 约定极重的科研任务，包括基金、课题、论文和获奖等。（做“无米之炊”）

5. 约定承重的违约责任，甚至不仅全额退还引进待遇，还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被
解聘赔巨款，实现以旧人养新人）

6. 约定各种追加服务期，约定提前离职必须得到学校批准，并按照未阐明的学校内部规
定或内部文件执行。（魔鬼藏在细节里，出现“内部文件”字眼一定要仔细问清楚！）

7. 阴阳合同，入职后再签一份。

追加巨额违约金和剥夺单方辞职权



“入职前是人才、入职后是人质”：聘用合同中的割韭菜条款

8. 合同的起止时间不明确

“从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

“为期x年”、“至少x年”，✖（容易被人事部门操纵解释）

9. 约定合同期满自动续约

10. 没有载明各项入职待遇和口头承诺（警惕“口惠而实不至”）

口头承诺“非升即转”，实际执行“非升即走”；“领导换了，政策变了”

11. 短聘合同和非升即走合同没有提供转为长聘或实现晋升的内部文件

高校要应当事前提供这些内部文件，并保证在聘期之中不会朝令夕改。



强烈建议：事先向人事处索要一份即将签订的合同样本，并字斟句酌地仔细阅读！



关于三方协议：甲方的话术

▪ 话术1：三方只是入职意向，先签了吧！（不满意还可以毁约）

▪ 话术2：协议不是合同，先签了吧！（之后才会签正式合同）

▪ 其实：对于应届硕士和博士来说，你人生的第一份合同就是三方协议。在法律内涵上，

三方协议的确可以算是入职意向，培养单位把你作为培养产品介绍给了愿意接收的工作

单位，三方达成了输送人才和接收人才的协议。

▪ 然而，三方协议的实质就是合同，高校人事处已经可以据此来调取你的人事档案。而一

旦档案到手，高校就获得了绝对的主动权，根本不怕你跑了，或者你再去其他单位求职。



6.安家费or购房补贴——买房可期？



安家费：先发钱，再买房，可能会扣税

购房补贴：先买房，再补贴，免税
安家费/购房补贴一般只能购买本人名下的当地房产（去库存）

聘用合同

完成入职手续才能实现

安家费的放款

合同中约定了安家费金

额与发放方式

提交申请材料

安家费申请表（人事处

官网下载）

购房合同与首付发票，

或房产证（以上均为复

印件）

聘用合同复印件

审 批

需要经过人事处与校领

导审批，一般在15个工

作日内完成

发放与领取

签字确认领取凭领款条

与审批后的申请表到财

务处窗口办理首付款放

款

安家费免税，超出首付

的剩余部分每年4月份左

右发放到工资卡



避坑的进阶：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知乎、小木虫论坛



避坑的进阶：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b) 青塔人才公众号、微信小程序问答板块



避坑的进阶：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c) 教师打怪指南—微信公众号



避坑的进阶：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d) 高校人才网V—微信公众号



最后的一点感悟

I. 如果确实想做点科研，平台真的很重要（此处敲黑板）！！！

II. 尽量要进个至少有硕士点的科研平台，能够加入有大牛的团队更好（背靠大树好乘

凉）！

III. 千万不要有地方高校不用做科研的错误想法！（卷科研or卷教学or卷事务）

IV. 不要被某些地方院校开出的高额奖励所诱惑。不要。

沉住气息，勤于请教，多方交流



感谢聆听，预祝前程似锦！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