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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创建于 1957 年 11 月 16

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在各方大

力支持下，二院肩负着“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神圣使命，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发展我国导弹武器装

备事业的成功之路，部分导弹武器装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二院缔造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研制出我

国第一个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完成了我国第二代和第三代防

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实现了我国战略导弹水下发射，完

成了巨浪一号的研制。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号发明专利

和第 1号实用新型专利；完成了我国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交

会对接微波雷达和回收雷达的研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

努力，二院共完成了十几个导弹武器系统的设计定型，并批

量生产交付陆、海、空、二炮等各军兵种及外贸用户。在国

庆 50 周年、60 周年大典上，多型装备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

检阅。

在确保军品任务完成的同时，二院秉承“大防务、大安

全”的发展理念，坚持走自主创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以转

型升级为主线，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两

大主业，不断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国庆六十周年北京地区整体防控、广州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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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运会安保科技系统建设与运行任务，成功护航“十八

大”，打入国际市场，打造了航天安保知名品牌。完成我国

第一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武汉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与设

计任务，承担了绍兴、吴中、遵义等多地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在国内率先提出云制造理念，研发的国内首个云制造公共服

务平台在佛山、襄阳推广应用，助力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

造强国。

二院下辖单位 24 个，含 1个总体部、8个专业研究所、

3个综合制造及总装厂、6个服务保障单位、1个国家工程中

心、1 个上市公司、4 个控股公司。建立了满足空天防御导

弹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需要的专业技术体系，在武器系统总

体、导弹总体、精确制导、雷达探测、目标特性及目标识别、

仿真、军用计算机及软件、地面设备与发射、先进制造、计

量与校准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拥有 5个国防科技重点

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形成了研发区、生产制造

区、外场试验区、教育培训区、民用产业园区配置合理的科

研生产试验布局。

二院先后获得了 2500 余项省部级以上奖励，四次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二院现有员工约两万人，拥有包括“两

弹一星”元勋黄纬禄在内的两院院士 6人和一大批国家突出

贡献的专家。

二院研究生院设有 21 个硕士点、3个博士点及 2个博士

后流动站，培养了一大批飞行器设计、导航、制导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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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高素质人才。

二院大部分单位集中在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地区，毗邻

西四环路。地铁、公交交通十分便利，大型商场、超市、影

院、医院、体育馆等资源丰富，周边拥有多所优秀的小学、

中学，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便利的生活条件。

今天，肩负着强院梦、强军梦、强国梦的二院人将继续

大力推进转型升级，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空天防御技术研究

院，铸就空天神盾，佑我中华圆梦！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一个能让您充分展示

自我才能的集体，真诚欢迎各高校优秀毕业生的加盟！

共筑祖国的空天长城，共享事业的辉煌明天！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伴您成就事业，开创未来！

主管接收毕业生部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人力资

源部流动调配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50 号 邮 编：100854

简历统一网投至：http://zhaopin.cas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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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部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部创建于 1958 年 10 月 8 日，是我国组建最早的从

事尖端科学技术与研制的单位。经过 50 余年发展，已成为我国空天防御导弹武

器系统总体设计部，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生产单位和空天防御

事业发展的领军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部科技力量雄厚，装备总体设计、

制导控制、指挥控制、系统仿真等专业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集中了系统工程设计、

制导控制、通信、计算机软硬件、光电、仿真、自动化测试、结构强度等专业的

高科技研发力量，在导弹武器系统研制中起着总体设计、总体协调、技术抓总的

关键作用。

联系电话：010-68761240

通信地址：北京 142 信箱 30 分箱人力资源处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erbuzhaop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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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十三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十三所创建于 1958 年 11 月，是我国航天系统地

面雷达中心研究所，是我国雷达骨干研究所。主要从事雷达、通讯、电子信息、

综合系统的研究、设计和制造，囊括海、陆、空、天等多个领域。

二十三所拥有按雷达系统工程配套的 11 个研究室、１个调试部、1个事业

部和具有批生产能力的３个大型车间、及 2个专业公司，涵盖了雷达各个专业，

现有从业人员 2500 余人，其中技术人员 1500 多人，技术工人 1000 多人，工程

院院士 1人，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400 多人。二十三所研制的雷达系统产品共荣

获国家发明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及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等共计 430 余项，已申请并取得 300 多项国防专利号，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

白、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联系电话：010-88527730

通信地址：北京 142 信箱 203 分箱 26 号人力资源处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23z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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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十五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十五所创建于 1965 年 10 月，是我国精确

制导领域的骨干研究所，创造了全国“九个第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毫

米波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是国家通信与信息系统学位授予点。

产品包括弹载制导设备、星载制导设备、空间探测设备等，涉及海、陆、空、

天、电等领域。在空天防御及空间工程应用等领域承担国家多个重点型号研制任

务，形成系列化的产品，并在国内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获国家级科技奖 220 多项，三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被国家授予

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突出贡献奖；承担研制的“天宫一号”与“神舟八

/九/十号”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完美牵线“太空之吻”，荣获“载人航天突出贡

献单位”称号。

联系电话：010-68386115

通信地址：北京市 142 信箱 205 分箱人力资源处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25suozp@sina.com

mailto:25suoz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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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一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一所（以下简称二〇一所）是中国航天科

工二院的产品保证中心，履行质量技术监督职能，是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元器件可

靠性中心。主要承担航天产品可靠性技术研究，环境与可靠性试验、元器件复验

筛选、破坏性物理分析及失效分析、材料理化分析、无损检测及其相关技术研究

试验工作，是集科研、开发、咨询和试验于一体的产品保证技术研究所。

二〇一所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国防科学技

术进步奖、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等奖项。主持编制了多项国家标准、军用标

准及航天行业标准。先后通过了国家实验室、国防试验室等认可，成为国内资质

最全的实验室之一。成为核电、航天、航空、兵器、船舶、机械、电子、通讯、

信息、医疗等行业 700 多家单位的签约实验室。

联系电话：010-68387763 通信地址：北京市142信箱23分箱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ht20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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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三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三所创建于1957年，是国防科技工业第二

计量测试研究中心，设有计量校准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航天电磁兼容检测

中心。主要从事微波、无线电、电磁兼容、时间频率、电学等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和量值传递；从事航天石英晶体元器件、频率合成器、原子频标，型号专用和通

用自动测试/诊断/校准设备及信号模拟器、雷达接收机等无线电产品的研制、生

产和研究。是中国军用电子元器件质量认证委员会计量机构，是国家、国防、军

队检测/校准/计量认可实验室，是航天科工集团量子技术研发分中心、太赫兹技

术研发中心成员单位；拥有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和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两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经验丰富的科技队伍，拥有国内一流

的仪器设备和优良的科研环境。在微波、无线电、电磁兼容、时间频率计量与测

试及其相关技术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国际先进水平。现有从业人员600多人，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占技术人员38％。多年来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1

项，其中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两项；部委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40项。

联系电话：010-68385450 通信地址：北京 142 信箱 408 分箱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

hr@casic20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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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Ｏ六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Ｏ六所是以发射和发射控制为核心技术，集

研究、设计、试验、生产和服务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工程技术研究所。

二〇六所是原国防科工委认定的重点保军单位，作为航天领域“四大体系、

九个系列”导弹武器系统装备总体研究所，承担着地（舰、空、天）基装备以及

弹上舵机的研究、设计、试验、生产和服务保障等任务，多项产品成为陆、海、

空、二炮的主战装备。二〇六所形成了配套齐全的专业技术体系，形成了以地（舰）

面装备总体和发射系统总体、发射、发射控制、伺服控制、电源及电力电子5项

核心技术，液压、运输装填转载、保调温、定位定向、伪装隐身防护、车辆6项

重点技术，“三化”、可靠性、多学科仿真及虚拟试验、自动化测试测量、装备试

验设计、装备总装总调工艺、核心制造7项支撑技术体系。

二〇六所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核心价值观，忠实履行“科技

强军、航天报国”的神圣使命，正向着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创新型、能力型、

绩效性研究所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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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七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七所创建于 1970 年，是我国目标及其环

境光/电特性专业研究所、总装备部相关专业的组长单位，同时承担我国武器装

备光电监控、搜索、跟踪系统的研制和配套生产任务。拥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在光学与电磁特性研究领域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试验设

施，配套建设了一批高水平、多功能的试验场与实验室，具备专业配套的综合研

究与试验能力，是全国公用的试验研究基地和评估中心。同时，承担并完成了一

系列国家重点工程的光电监控、跟踪制导、测量系统的研制和生产任务，在光电

产品研制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此外，拥有一支以国家级专家为学术带头人、以

博士硕士为主要技术骨干的研究队伍。拥有光电、通信类共 4个专业的硕士学位

授予权，拥有“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在院内拥有“导航、

制导与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

联系电话：010-68387931

通信地址：北京 142 信箱 207 分箱人力资源处

邮 编：100854

电子邮箱：zhaopinht2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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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

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始建于 1957 年 11 月，成立于 1983 年 8 月 30

日，承担情报咨询与研究、专业代理和知识产权研究、文献集成与提供利用、档

案管理、声像摄制、核心期刊与杂志出版、多语种科技翻译、计算机信息化建设、

通信系统运行、通信网络工程维护、通信客户服务、印刷复晒等工作。

联系电话：010-68386787、010-88525951

通信地址：北京 142 信箱 31 分箱人力资源处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208rlzy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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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七〇六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七〇六所成立于 1957 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计算机研制

大型骨干研究所，是我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主要研制单位之一。经过五十余年的不断发展，

现已发展成为集开发、研制、生产、试验和服务为一体，具有雄厚技术实力和整体优势的综

合性研究所。

七〇六所在高性能计算、嵌入式技术及软件开发环境、抗恶劣环境加固技术、软件工程

与软件评测技术、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防信息泄漏和电磁兼容技术、射频识别技术、视频

传感技术等领域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建立了以物联网、智能高清监控、网络存储、电能质量、

信息安全等为代表的军民融合技术发展体系。拥有一个博士培养点，五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是国家一级保密资格单位；拥有国防科技工业软件测试与评价实验室；荣获两项国家科技进

步特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二百余项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为

部队、政府和企业等提供了大量的专用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和服务，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

做出了突出贡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51 号

邮箱：北京 142 信箱 406 分箱 邮编：100854

电话：010-68386854 010-68386475

传真：010-68389154

Email：ht706_204@163.com

mailto:ht706_2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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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国家工程中心

经济领域系统仿真技术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国家发

改委于 2001 年批准成立，依托国家地空防御领域的骨干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二研究院组建，是目前国家在民用仿真领域中唯一一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也是航天科工集团内唯一一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其宗旨是促进军民融合式发

展，将先进的航天技术与优势力量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

中心秉承“寓军于民、军民结合”的整体融合式发展理念，以系统仿真建模、

数字化与信息化、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为核心，项目涉及水利、农业、能源、化工、

地震、卫生、交通、区域规划、公共安全和国防等十大重点领域，已成为航天科

工集团、航天二院民用领域的窗口单位和虚拟现实技术研究及应用的抓总单位，

中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建立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也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和“软件企业跟软件产品”企业，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5项，发明专利申请 9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9 项，国防商业秘密 20 余项，并于 2012 年获得了国家

发改委首次颁发的优秀业绩奖。

联系电话：010-88525445

通信地址：北京市 142 信箱 30 分箱国家工程中心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casicnse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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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设计院二八三厂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设计院二八三厂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

设计院防空防天产品总装厂。1983 年成立，经过 30 年的发展，现已具有承担国

家多个重点型号导弹预研、研制和批量生产能力，是国家重点保军单位。企业在

精密机械加工技术、黑色与有色金属焊接技术、钣金成型技术、电缆网制造与检

测技术、复杂大型构件精密测量技术、精密装配技术、产品总装测试技术、复合

材料产品研发等多个专业领域具备较雄厚的技术实力，处于国内和行业先进水

平，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十年来，有近百项科技成果获得各级

奖励和表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企业诚邀机械加工制造专业、

精密测量技术专业、结构总体专业毕业生加盟，为祖国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联系电话：010-68764525

通信地址：北京 142 信箱 80 分箱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gaoxiao28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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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八四厂简介

（北京长峰机械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八四厂（北京长峰机械动力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3

年 5 月 13 日，注册资本 950 万元，资产总额 2.5 亿元，现有职工 510 余人。

二八四厂主要承担着二院科研生产和永定路部分地区居民的水、暖、电、空

调、蒸汽空压等五大动力的管理运行保障、动力工程装修、改造任务以及物业管

理工作，拥有电力、空调制冷、锅炉、暖通、给排水、热力仪表、水质处理等专

业技术能力，通过国家强制性（CCC）产品认证，取得国家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

修许可证（锅炉安装改造三级）、电气设备安装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承装类、供水设施卫生维护卫生许可证、国家物业服务

企业资质证书（三级）。二八四厂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市供热先进单位、中央国

家机关精神文明单位。

信箱：北京市 148 信箱 05 分箱 100039 联系电话：010-6838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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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六九九厂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六九九厂是航天科工二院地面设备总装厂和

大型结构件加工中心，拥有完善的科研技术体系和研发生产资源，具有二院唯一

的国家级和集团级大师工作室，以及国家（国防）检测校准实验室。公司自 1957

年成立以来，一直承担航天飞行器的电子设备、精密机械产品和地面设备及特种

车辆的生产、总装总调等任务，并在特种车辆总装总调、电气系统联调、液压系

统、大型结构件设计生产等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并构建核心竞争力。五十年来，有

近百项科技成果获得各级奖励和表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司

诚邀优秀毕业生加盟，辉煌我企业，成就您事业。

联系电话：010-68388547

通信方式：北京市 132 信箱 121 分箱

邮编：100039

电子邮箱：hr_6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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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八○一厂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八○一厂坐落在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

州市。八○一厂是我国国防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总体、总装厂，也是我国多个

国防重点型号产品关键配套件的定点研制、生产单位。

八○一厂现有在职职工近 2000 人，是国家大二型企业。八○一厂曾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西五一劳动奖状

等众多荣誉。八○一厂研制的某型号航天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水平，并获得了国内同类产品中惟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八○一厂研制的惯

性器件还参与了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并成功地为“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

飞船导航。由于成绩突出，工厂曾荣获“载人航天突出贡献奖”。

联系人：邱青林（13877295721）、苏社全（13707820801）、黄俊森（13237720117）、

韦里立（15907820728）

八○一厂人事劳动教育处联系电话：0772—2542558、2542248

通信地址：广西柳州市柳长路 611 号八○一厂人事劳动教育处，邮编：545012

电子邮箱：qiuql0949@sina.com

mailto:qiuql094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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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航天长峰），是以中国航天高端技术和应

用成果为基础，航天军工企业为背景的高科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600855)。中

国航天防御技术研究院是航天长峰的大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为其实际控

制人。

航天长峰的业务涉及平安城市、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应急反恐、国土边

防、公安警务信息化、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数字一体化手术室与洁净手术室

工程以及环保工程等多个业务领域。

航天长峰承担并圆满完成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安保科技系统建设和保

障任务，荣获了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北京奥运会先进集体”和“上海世博会

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航天长峰正依托雄厚的航天技术实力和国防装备研发实力，致力于国家安全

防务、政府和企业信息安全、人类生命救护及环境保护事业，以全新的安保科技

系统、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引领中国“平安城市”建设全新时代的发展。

航天长峰通信地址：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42 信箱 41 分箱 邮编 100854

联系电话：01068385288 010683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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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物资供应站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物资供应站作为院专业的科研生产物流管理

保障单位及外贸业务平台，承担着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和四院军品型号物资保障、

勤务保障及外贸业务。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物资部整体经济规模和专业保障

队伍不断壮大，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在未来发展中，将依托

军品物流企业优势，结合航天企业科研和生产实际，不断拓展新领域，再创新辉

煌。

联系电话 010-88527229

通信方式：北京 142 信箱 27 分箱

邮编：100854

电子邮箱：wzbzpzy@163.com

mailto:wzbzpz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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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天剑学院简介

二院天剑学院是航天科工集团成立的第一家企业大学，承担党政干部培训、

岗位培训和继续工程教育、高级技术工人培训、安全生产培训、各类学历教育以

及国家各类资格证书考试和培训的多功能、多学科、综合性的教育培训基地。航

天科工集团安全生产培训中心、航天科工集团研究生院均设在此。

天剑学院具有国家安全生产二级培训机构资质，是唯一一家有资格开展中央

党校进修班办学的二级企业党校。当前，天剑学院现已形成“管理干部培训”、

“安全生产培训”、“财务管理培训”、“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用户培训”五大主

干专业，初步构建了专业覆盖较为全面、人员层次较为合理，重点突出、协调发

展的培训体系；形成了以二院领导、专家为主的内部培训师和高校教师、培训机

构讲师为主的外部培训师相结合的师资体系；出版了具有鲜明航天特色的专业课

程教材《相控阵雷达数据处理》，完成了数十本内部培训教材。

另外，天剑学院还大力发展数字化教育,建立了二院网络学习平台，每年为

全院职工提供数千门网络学习课程，同时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

京航天航空大学等高校深入合作，开展远程学历教育，为二院职工及社会人士提

供便捷的高层次教育。

天剑学院积极探索企业大学建设之路，凭借着突出的培训质量和服务，将培

训业务拓展到北京市科委、中国兵器集团、中国航空集团等多个党政机关和企业，

在服务航天系统科研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市场、拓展航天培训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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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基建房产部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基建房产部隶属于国资委管理的特大型国有

军工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属第二研究院，是为科研生产提供保障服务的

事业单位。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基建房产部的前身是国防部五院二分院院务部基建处，

1961 年 2 月成立国防部五院二院基建工程部，至今已走过五十多年的历程。单

位主营业务包括基本建设、物业管理和后勤服务。本次招聘基本建设所需的相关

专业人才。

基建房产部具有全国工程项目管理资质、施工总包二级资质、甲级监理资质

和甲级设计资质等多类资质，有设计、施工、监理等完整的产业链条，工程面广，

既涉及国家重点型号生产研制工程项目建设，也涉及大量民用建筑。

欢迎有识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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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路街道招聘简介

永定路街道成立于 1979 年 5 月 19 日，全称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永定路

街道办事处，同时称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永定路地区办事处，接受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和海淀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永定路街道为科工集团

所属三级机关法人单位。职责和业务范围主要为履行海淀区人民政府赋予的永定

路街道办事处的政府职能和完成航天二院交办的工作任务。永定路街道办事处履

行海淀区政府赋予的街道办事处的全部政府职能。并秉承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的服务理念，完善服务体制，改进服务方式，努力提升服务能力，积极探

索和实践生活区物业管理新模式，创建新方法，提高管理能力，逐步提升生活区

物业管理水平。改善和美化社区环境，大力落实惠民利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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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是集医教研于一体的大型三级综合性医院，是北京大学的临床

医学院、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百佳），是国家临床药理试验机构、航天体检

中心、北京急救中心西区分中心。是中国企业医院协会主任单位，在行业内享有

较高声誉。

医院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现开放床位 100 张，职工 2000 余人，其中高

级专业技术人员 200 余名，拥有 38 个专业科室。医院拥有一流的医疗设备和良

好的基础设施。

医院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形成了以介入技术、微创技术和再生医学为

主的专业特色。心血管内科和内分泌专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泌尿外科、胸外科、血液科、胃肠外科、老年医学、妇产科、口腔科、超声

科等学科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医院其它学科协调发展，各具特色，均具有相当实

力。

50 多年来，航天中心医院以执着的追求铸就了辉煌的历史，今天正朝着创

建一流的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院的愿景而努力奋斗。

医院竭诚欢迎有志人才投入到医院的建设中来！

联系人 章老师 联系电话 010-5997143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 15 号 邮

政编码 100049 电子邮箱 721rs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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