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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信公众号扫一扫，或搜微信号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微博：上海12333
抖音：上海人社

上海面向全球发布上海面向全球发布51575157个博士后岗位个博士后岗位

此次共有 123 家企事业单
位的259家博士后站点发布博
士后岗位，汇集浦江实验室、中
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商飞等一大批国内顶尖科
研机构、“双一流”高校和全球
头部企业。

发布岗位呈现“全球化、平
台大、团队强”的特点。其中，面
向美国、英国、德国的岗位位列
前 三 ，分 别 投 放 3228、2887、
1416个岗位需求，不限国籍；来
自国家级和市级重大平台、重
点任务、重要项目的岗位需求
约占总数的 90%；35 位院士领
衔、众多业界知名大咖坐镇合
作导师，共筑科研团队。

生物医药、新材料、化工、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以
及临床医学、生物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化学、物理学、电子科
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学科，需求量较大。

岗位薪资最高70万元，大
多集中在25万至35万元之间，
中位数为 30 万元。另有约 30%
的岗位提供自有公寓，超 50%
的岗位提供住房补贴。

上海是中国博士后制度
的首批实践地。目前已在37所
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建立了 23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 154
家企事业单位和科学园区中
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
13 个行政区或功能区创建了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上海博
士后站点已覆盖所有在沪国
家高端智库、国家科技资源共
享平台、双一流高校，以及一
大批在沪全国重点实验室、中
科院法人单位、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新序列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单项冠军企业、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百
强企业等具有国际国内领先
水平的高端科研平台。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市
在站博士后 7305 人，其中外
籍、港澳台和具有海外留学经
历的占 24%。自中国博士后制
度实施37年来，上海共培养博
士后研究人员 3 万余名，有 10
名当选为两院院士，300多名入
选国家级人才计划。近年来，上
海博士后中每年有超 70 人入
选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超120人获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特别资助，超 700 人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
助。2018 至 2021 年，有 50 人入
选国家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
出项目，206人入选博士后国际
交流引进项目，14人入选中德
博士后交流项目，6人入选香江
学者计划，6人入选澳门青年学
者计划。

2018 年起实施的“超级博
士后”激励计划是上海集聚和留
用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王牌”
项目。对通过遴选的优秀博士
后，由上海市给予每人30万元
的资助，同时由设站单位给予不
低于1：1的配套经费资助。四年
来，累计资助博士后1675名，资
助金额约5亿元。2022年起，将
加大对外籍博士后的引进培养

力度，每年资助外籍“超级博士
后”不少于50人。

有意者即日起可登录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官网“上海博士后”栏目“招聘
信 息 ”频 道（https：//rsj.sh.gov.
cn/tbshyd_17417/index.html） ，
查询岗位需求、设站单位情况、
工作地点、合作导师、薪酬待
遇、科研平台等具体招收信息，
按栏目中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各
招收单位联系。近日，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与部分
招收单位合作开展直播带岗，
敬请关注“上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微信公众号相关动态。

本市全面推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为切实保障快递员群体

工伤保险权益，促进快递业持
续健康发展，近日，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
邮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本市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
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全面推进基
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
险工作。

在参保范围和主体方面，
《通知》明确，快递企业应当依
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对于用
工灵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
网点可自2022年7月1日起优
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其中，对
于已取得本市邮政管理部门快
递业务经营许可、具备用人单
位主体资格的基层快递网点，
可直接为快递员办理优先参
保；在本市邮政管理部门进行
快递末端网点备案、不具备用
人单位主体资格的基层快递
网点，由该网点所属的具备快
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和用人
单位主体资格的企业代为办理
优先参保。

在缴费基数和费率方面，

《通知》明确，基层快递网点优
先参加工伤保险统一按照本
市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参保人
数，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并
实行按月缴费，个人不缴纳工
伤保险费；缴费费率统一按照
行业工伤风险类别第二类的

基准费率执行，并根据“以支
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适时
调整。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将根据本市工伤保险浮动
费率管理办法，做好浮动费率
考核工作。

在待遇享受方面，《通知》
指出，基层快递网点按规定参
加工伤保险后，参保人员在参
保缴费期内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认定、劳动
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等，按
照《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
伤保险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
执行。其中，工伤认定、劳动能
力鉴定申请应当分别向参保单
位注册登记地的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区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
在优化经办服务方面，《通

知》强调，本市邮政管理部门根
据参保对象范围及时向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提供符合条件的基
层快递网点名单，做好对基层
快递网点参保材料相关内容的
审核确认，督促相关基层快递
网点按规定办理参保及相关变
更手续。本市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依据邮政管理部门核实的材
料，及时办理优先参保及相关
变更业务，并与邮政管理部门
共同做好信息系统对接和共建
工作，强化部门间数据交换和
业务协同，推进落实基层快递
网点优先参保相关业务“一网
通办”。

《通知》还就做好此项工
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一是本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邮
政管理部门要做好监督管理
工作，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参
保；二是快递企业要对参保
人员相关信息合法性、真实
性负责，本市邮政管理部门
要完善诚信体系建设、适时
通报参保情况；三是各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
实际，合理配备人员力量，不
断增强队伍的服务能力和水
平；四是本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邮政管理部门要
指导快递企业和基层快递网
点做好工伤保险政策宣传、
培训以及工伤预防工作，不断
提升快递员工伤保险依法维
权意识和工伤预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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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人 社
部发布2022年第
二季度全国招聘
大于求职“最缺
工”的100个职业
排行。排行显示，
营销员、快递员、
车工、商品营业
员、市场营销专
业人员、餐厅服
务员、保安员、家
政服务员、电子
产品制版工、保
洁员排名前十。

与2022年第
一季度相比，招
聘需求和求职人
数持续回升，制
造业缺工状况持
续，电子信息产
业缺工情况较为
突出，“集成电路
工程技术人员”

“半导体芯片制
造工”“电子仪器
与电子测量工程
技术人员”等职
业新进排行，“半
导体分立器件和
集 成 电 路 装 调
工”“计算机网络
工程技术人员”
缺工程度加大，“电子产
品制版工”进入排行“前
十”，位列第九。

2022 年第二季度全
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
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情
况，可微信扫描下方二维
码查看。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人
才高地和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上海现面向全球发
布 5157 个博士后岗位。诚
邀海内外优秀博士相聚黄
浦江畔，与上海这座城市
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