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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
源。新年伊始，中天钢铁发出“招才
令”，启动新一轮高端人才引智计划，将
在2021年投入3亿元引进100名专业
领域高端人才，其中硕士70名、博士30
名。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党委书记
董才平称，“十四五”期间，中天钢铁将
全力打造受人尊敬的世界级钢铁企业，
打造一支500人规模的高端人才队伍，
人才引智计划投入不少于10亿元。

该集团此次人才引智计划主要方
向是企业管理、智能制造信息化、生产
管理、设备管理四大类，涵盖30余个岗
位。此次百名硕博人才引智计划准备
引进博士30名，硕士70名，硕士年薪
25万-50万元，博士年薪50万-120万
元，还额外提供博士一套100平方米左
右的产权房。

“不能单单用‘求贤若渴’来形容，
可以说是‘时不我待’。”董才平说，过去
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企业上下顶住压力、沉着应战，取得了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胜利。企业率

先复工复产且未出现一起疑似感染病
例，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增长16.2%，
位居全国千万吨钢规模以上企业增幅
第一，炼铁、炼钢、轧材产量均同比增长
6.6%，实现营收1400亿元，同比增长
7.7%，利税同比增长21.7%，在2020年
底更捧回被誉为“工业奥斯卡”的第六
届“中国工业大奖”。

“但这远远不够。”董才平说，“十四
五”期间，中天钢铁将目标定位于建设一
座深受社会尊敬的现代化智能钢铁联合
企业，深化落实“三基地”发展布局，打造
创新、智能、人才“三个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董才平所说规划里
的打造“三基地”，正是中天钢铁未来5
年的扛鼎之作。

位于南通海门港的中天绿色精品钢
项目总投资超1000亿元，主要生产精品
线棒材及全规格的H型钢，同步建设循
环经济、钢材深加工、装配式钢结构等相
关产业。按照“装备一流、环保一流、品
牌一流、管理一流、效益一流”的战略目
标，大规模配套智能集控中心、智能制造

控制平台以及全系统应用高端工业机器
人等，全员劳动生产率高达2000吨/人·
年以上，打造真正的智慧工厂。

常州本部南区是中天钢铁特钢基
地，重点发展高性能海洋工程用钢、高端
装备用特种合金钢、核心基础零部件用

钢、军工用钢等“特、精、高”钢种。特别
是沿着以氢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汽车轻量化方向，通过转化日
本汽车制造领域前沿技术，打响中天汽
车用钢的国际品牌。同时，集团将投入
巨资，从装备水平、工艺技术、配套物流、
产品升级、绿色环保等进行全面提档升
级，达到600万吨优特钢产能，并通过采
用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在2022年将
中天帘线钢打造成行业第一品牌，中天
优特钢冲击行业冠军。

常州本部北区聚焦配套产业基地，
在产能置换后，将实施短流程绿色轧钢
项目，将集团在海外收购的钢厂生产的
钢坯运回，加工成高端汽车、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形成从原料粗加工向终端绿
色制造的产业升级，打造600万吨产能
的精品制造产业园。

通过人才的升级，带来企业质的飞
跃。伴随着十年人才强企规划的施行，
中天钢铁的转型之路走得很顺畅。从
2008年到2020年，中天钢铁的钢产量
增加了321%，营收增加了399%，中国

企业500强排名提升了137位，12年
间，企业从单一的建筑用钢企业成长为
全球一流的优特钢棒线材基地，跻身汽
车用钢领域第一方阵。过去5年，企业
累计研发各类高品质钢种198个，获得
高新技术产品3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
化1项，授权国家专利380项，其中发明
专利67项、实用新型专利313项、软件
著作权67项。

董才平说，中天钢铁未来呈现“三
基地”全方位发展模式，瞄准2000万吨
精品钢产量、受社会尊敬的钢铁企业目
标，全力推进高层次人才战略，强筋壮
骨。“以前我们对人才的要求是解决现
场的具体问题，接下来更加关注的是人
才的综合素养，也就是是否具有系统性
思维。目光只停留在当下、只专注于眼
前得失的人不是我们要的，只有具有全
方位、系统性、大格局的人才才是我们
求贤的对象，才能扛起中天未来20年
发展重任，实现百年企业的伟大梦想。”

李花 朱元洁/文
陈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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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负责各类会议讲话稿、政府汇报材料、集团公文、对
外申报项目等文稿拟写；
2．跟踪集团领导层下达的重要任务执行情况，进行信
息收集、分析、反馈工作；
3．负责集团重要基础信息的收集、整理、更新；
4．对基层动态、网络舆情等信息及时上报，对事件进行
准确调研；
5.筹备集团层面的大型会议；产业政策的搜集、分析和
研究；
6．配合做好集团重要接待工作。

1.负责企业法务管理体系架构的搭建；
2.负责标准化合同模板的制定和整合工作；
3.负责制定法务管理制度以及监督执行工作，并建立常
态化绩效管理机制；
4.负责协助外聘律师处理日常工作；
5.负责法律案件的接办、协调、跟踪处理工作；
6.负责为集团提供法律咨询、培训等工作。

1.对工程项目合规性的审计；
2.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审计；
3.对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相关审计。

1.组织及参与公司合规性审计；
2.对公司绩效等相关方面的审计。

1.参与制定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和税务管理；
2.负责公司会计核算、监督、稽核、资产管理、成本核算
等工作；
3.审核资金预算及子公司的财务等工作。

1.协助财务负责人做好财务管理及财务流程体系建设
工作；
2.负责日常资金运作、资产管理和财务核算等工作；
3.执行财务业务工作计划和预算计划；
4.负责报销费用的审核、凭证的编制、账目的核对调整、
发票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等日常事务工作；
5.其他财务管理事项。

1.组织完善公司的组织架构，优化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及
各项规章制度的编写；
2.组织编制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大纲；
3.负责公司对外综合统计工作；
4.负责制定公司各项绩效管理办法，并对目标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
5.推荐公司标准化工作体系的建设。

1.协助部门负责人完善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组织架构和
部门职责；
2.负责制度执行的日常监督检查；
3.负责公司各类会议所提出的措施的跟踪验证，确保措
施实施有效；
4.负责公司目标完成情况的统计分析与考核，确保目标
的实现。

1.根据公司发展目标，完善及优化人力资源各项制度、
规范及流程；
2.制订公司人力资源年度规划及具体的实施办法；
3.维护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协调内部员工工作，维护集
团良好的劳动关系；
4.协助人力资源部长做好部门各类日常管理工作。

1.负责招聘、培训、绩效、薪酬、劳动关系等方面常规性
工作的具体实施；
2.协助部门负责人制定并完善人事制度及操作流程；
3.及时处理公司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人力资源问题。

1.负责网络建设和管理，进行网络架构的规划、设计；
2.负责公司整体网络系统的管理、运维；
3.负责建立统一的网络设备管理平台，对网络及设备进
行标准化管理。

1.负责公司整体网络设计、调整、性能优化；
2.负责公司整体网络系统的管理及运维；
3.负责建立统一的网络设备管理平台，对网络及设备进
行标准化管理。

1. 负责集团整体信息化安全设计、优化；
2. 负责集团整体信息化安全工作的整体管理；
3.负责制定和实施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4.负责集团的安全设计实现方案、安全漏洞评估、安全
技术研究；
5.开展信息安全基础培训工作，提供信息系统安全应用
的技术支持；
6.对各类安全系统、平台的运营。

1.负责集团整体信息化安全规划工作；
2.负责集团信息化安全工作的整体管理；
3.负责制定和实施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4.负责集团的安全设计实现方案、安全漏洞评估、安全
技术研究；
5.开展信息安全基础培训工作，提供信息系统安全应用
的技术支持；
6.对各类安全系统、平台的运营。

1.负责集团各类大数据的抓取、清洗、建模与分析；
2.负责整合内外部数据库资源，定期维护与统计分析；
3.负责优化数据处理流程，探索及钻研新的算法及应用
方案；
4.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

任职要求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文秘、新闻、汉语
言文学、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
2.热爱写作，文字功底好，精通办公软件（word、excel、ppt
等）；
3.有3年以上总经理秘书工作经验；
4.原创文章在报纸、期刊发表或有新闻报道作品者优先考虑；
5.工作细致严谨，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

1.年龄40周岁以下，男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法律专业；
2.熟悉企业法务工作，在大型企业法务岗位工作满5年以上，熟
悉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法律事务协调办理能力；
3.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4.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
5.具备中级以上职称。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2.了解工程项目内部审计相关内容及要点；
3.熟悉省、市有关预决算定额、估价表及收费标准等政策法规；
施工工艺、工序、质量要求等，工程量计算及计价要求及流程；
现场施工管理要求，具备现场核查能力，有5年以上现场施工
管理及工程造价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4.中级以上职称，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优先；
5.有大型制造企业或冶金企业工程内部审计工作经验及项目业
绩者优先。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
2.熟悉业务循环控制审计，对绩效管理或成本分析及管理有较
强理解及应用能力；
3.熟悉办公、财务、分析软件操作及应用；
4.有5年以上合规审计、成本会计、企业绩效管理等方面工作经
验之一优先考虑；
5.中级以上职称，CPA、CMA证书优先。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财务、会计、经济
等相关专业；
2.了解国家财经政策和会计、财务法规，熟悉相关财务流程和各
环节的具体财务工作，并具备一定的综合管理能力；
3.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财务管理软件；
4.具有全面的财务专业知识、账务处理及3年以上制造业财务
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5.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财务、会计、经济
等相关专业；
2.了解国家财经政策和会计、财务法规，熟悉相关财务流程和各
环节的具体财务工作并具备一定的综合管理能力；
3.能熟练操作财务软件和办公软件；
4.具有中级会计职称；
5.有3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有同岗位大型制造业工作经验优
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企业管理、工商管
理、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2.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熟练
掌握各类办公软件；
3.有3年以上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企业管理、工商管
理、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2.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熟练
掌握各类办公软件；
3.有3年以上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心理学等相关专业；
2.精通人力资源六大模块，具有扎实的人事管理专业功底和丰
富的实操经验，熟悉国家人力资源、劳动合同等法律法规；
3.有3年以上制造业人事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4.具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独立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目标
跟踪督办能力，具备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全面。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心理学等相关专业；
2.熟悉国家人力资源、劳动管理等法律法规，熟悉人力资源管理
各项实务的操作流程，精通1-2个人力资源模块；
3.有3年以上的制造业人事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2.有3年以上网络管理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3.熟悉交换机、服务器、路由器、防火墙的配置，有相关的网络方
面认证证书优先；
4.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5.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2.有3年以上技术支持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3.熟悉交换机、服务器、路由器、防火墙的配置，有相关的网络方
面认证证书优先；
4.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5.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2.熟悉主流的安全工具，能够以手工或结合工具的方式对目标
系统进行渗透测试；有3年以上信息安全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3.熟悉应急响应流程，能够独立对系统等日志进行分析；有相关
的信息化安全认证证书优先；
4.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5.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2.熟悉主流的安全工具，能够以手工或结合工具的方式对目标
系统进行渗透测试；有3年以上信息安全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3.熟悉应急响应流程，能够独立对系统等日志进行分析；有相关
信息化安全认证证书优先；
4.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5.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2.熟悉 hadoop 生态系统内常见项目的使用（hdfs,hive,
hbase,spark,zookeeper,yarn 等），具 有 python、spark、
MapReduce开发经验者优先。有相关的大数据类认证证书
优先；
3、熟练掌握Oracle、MySql 等主流数据库；熟悉 JAVA，有
WebMVC(Struts/SpringMVC、Spring，Hibernate/Myba-
tis等)；
4.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5.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薪资待遇

25万-50万/年，享受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宿
2人间、免费工作餐、免费
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物
资。

25万-50万/年，享受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宿
2人间、免费工作餐、免费
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物
资。

25万-50万/年（硕士），50
万-120万/年（博士），享受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
住宿1-2人间、免费工作
餐、免费体检、高温费、过节
费及物资。博士提供一套
100平方米左右的产权房。

25万-50万/年（硕士），
50万-120万/年（博士），
享受五险一金、带薪年假、
免费住宿1-2人间、免费
工作餐、免费体检、高温
费、过节费及物资。博士
提供一套100平方米左右
的产权房。

50万-120万/年，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
宿单人间，免费工作餐、免
费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
物资，100平方米左右产
权住房。

25万-50万/年，享受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宿
2人间、免费工作餐、免费
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物
资。

50万-120万/年，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
宿单人间，免费工作餐、免
费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
物资，100平方米左右产
权住房。

25万-50万/年，享受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宿
2人间、免费工作餐、免费
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物
资。

50万-120万/年，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
宿单人间、免费工作餐、免
费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
物资，100平方米左右产
权住房。

25万-50万/年，享受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宿
2人间、免费工作餐、免费
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物
资。

25万-50万/年（硕士）、50
万-120万（博士），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
宿1-2人间、免费工作餐、
免费体检、高温费、过节费
及物资，博士另享受100
平方米左右产权住房。

25 万-50 万/年，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
住宿 2 人间、免费工作
餐、免费体检、高温费、过
节费及物资。

25万-50万/年，享受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宿
2人间、免费工作餐、免费
体检、高温费、过节费及物
资。

25万-50万/年（硕士）、50
万-120万（博士），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住
宿1-2人间、免费工作餐、
免费体检、高温费、过节费
及物资，博士可另享受100
平方米左右产权住房。

25 万-50 万/年，享受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
住宿 2 人间、免费工作
餐、免费体检、高温费、过
节费及物资。

高质量发展再添大手笔——

中天钢铁启动100名硕博人才引智计划

中天钢铁集团中高层次人才招聘简章

备注：薪资及待遇：1、根据应聘者工作经历、面试等情况考评定薪；2、以上岗位一经录用，即任公司见习中层行政或技术职务，考察期一年，考察期结束后根据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综合评定，正式任命相应的中层行政或技术职务；3、享受地方人才政策；4、特别
优秀者可突破上述薪资区间，具体待遇面议。简历网络投递方式：zthr@zt.net.cn 联系电话：0519-88383828、18261150868 联系人：范女士、骆女士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1号

招聘
类别

智
能
制
造
及
信
息
化
类

生
产
管
理
类

设
备
管
理
类

招聘岗位

大数据开发
工程师

软件研发高级/
资深工程师

工业互联网
研发高级工
程师

系统架构师

主数据管理
师

环保工程师

安全工程师

炼铁/炼钢/轧
钢/烧结工艺
工程师

热能/动力工
程师

机械/
液压工程师

自动化工程师

化学分析工
程师

博
士

1

1

1

7

2

5

5

1

硕
士

2

3

3

3

3

3

3

7

2

5

5

2

岗位职责

1.负责集团大数据平台功能设计、研发；
2.负责基于Hadoop/Spark生态系统的大数据
计算和挖掘研发；
3.负责集团数据仓库建设、设计、优化和落地；
4.负责集团大数据平台实施、数据接入等；
5.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

1.完成整体项目需求、设计、研发事务；
2.参与集团的工程、技改、项目开发建设中有关信
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开发工作；
3.自研环境管理结合软件技术发展（敏捷、迭代
等），打造自研环境和持续优化通过项目的有效
管理，促进项目开发的有效进展；
4.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

1.负责应用系统技术方案设计、关键技术路线规
划、系统整体和核心功能模块设计；
2.负责技术团队的研发过程管理、团队建设与团
队管理；
3.负责制定工作计划与执行监督，提升团队开发
实力。

1.负责基于.net/JAVA架构平台的设计与研发，
独立设计架构系统；
2.根据产品和项目需求，分析、设计与实现系统架
构方案，保障系统架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合理
性、可扩展性及经济性；
3.制定系统设计及实现规范，指导设计、实现及部
署工作；
4.对相关产品系统架构方案进行评审及改进，控
制产品系统架构质量；
5.负责基础框架和基础平台的设计开发；负责核
心技术问题的攻关，系统优化；协助解决项目开
发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6.制定开发规范，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编写相应的
技术文档，并对通用技术进行整理，提高技术复
用；
7.负责新技术的研究与技术积累、关键技术的验
证，以及技术团队培养。

1.负责集团各类主数据相关应用的标准制定；
2.负责管理主数据管理平台；
3.负责集团内各应用系统主数据的梳理分析工
作，建立分析标准和方案，输出分析报告；
4.优化集团内各主数据的应用；
5.负责监控集团内各应用系统主数据应用状况。

1.负责公司环保管理制度的制定、修订并监督执
行情况；
2.负责公司环保、能源年度经营计划和环保应急
预案的编制；
3.参与内外环保工作协调的相关事宜；
4.负责环保处理设施的现场管理和台账管理；
5.公司能耗月度分析；
6.负责公司6S管理的检查和考核。

1.负责制定安全生产年度工作计划及目标，组织
各部门签订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
2.参与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及各项安全管理
制度；
3.参与组织各级安全生产检查，做好现场实物、资
料的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监督检查指导；
4.参与分管安全生产的日常工作，各类申报工作。

1.督促生产条线各岗位人员全面执行好各项工艺
制度，确保工艺受控；
2.负责抓好工艺技术操作规程的制定、完善、贯
彻、落实、检查、考核等工作；
3.抓好工艺标准、质量统计和分析工作，正确、及
时做好工艺质量技术指标报表及生产质量分析
上报工作；
4.负责组织和督导全厂职工生产、质量、工艺知识
的培训；
5.经常深入生产现场，及时了解工艺执行、质量控
制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坚持原则，严肃考核，
并如实向领导汇报；
6.协助领导抓好车间的技术和工艺改进工作。

1.火力发电厂锅炉、热工、汽机、化水、电气设备的
技术运行和管理；
2.熟悉热能动力专业相关建设标准；
3.参与系统与设备的技术合同谈判；
4.及时处理现场发生的技术问题，做好质量信息
反馈工作。

1.协助设备厂长做好对全厂的设备技术管理工
作；
2.负责对全厂机械设备运行和管理；
3.协助领导对公司各职部门和相关分厂的技术、
设备方面的协调工作；
4.协助领导完成机械设备的技改、设备点检、月
修、年修等各项工作；
5.负责全厂机械备件的质量管理和监督。

1.协助设备厂长做好对全厂的设备技术管理工
作；
2.设计自动化设备的电路图，PLC编程，设备调
试；
3.负责对全厂电气设备运行和管理；
4.协助领导完成电气设备的技改，点检，月修，年
修等工作。
5.负责全厂电气备件的质量管理和监督。

1.负责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试用，对试用结
果的跟踪、评判、推广与应用；
2.负责产品工艺设计与质量的改善，参与新产品
的技术开发；
3.分析汇总产品质量的数据；
4.负责对原材料的检验分析，跟踪原材料质量异
常等。

任职要求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
相关专业；
2.熟悉 hadoop生态系统内常见项目的使用（hdfs,
hive,hbase,spark,zookeeper,yarn 等），具有 py-
thon、spark、MapReduce开发经验者优先。有相关
的大数据类认证证书优先；
3.熟练掌握Oracle、MySql等主流数据库；熟悉JA-
VA，有WebMVC(Struts/SpringMVC、Spring，Hi-
bernate/Mybatis等)；
4.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5.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等相关专业；
2.有3年以上实际开发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3.具有扎实的编程基础，熟悉Java、C、Python语言等
开发语言中的一种，熟悉 SqlServer、ORACLE、
Mysql等数据库开发技术中的一种；
4.深刻理解操作系统、网络、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
相关专业；
2.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具备良好的需求沟通、需求开发
的能力，有良好的技术文档编写能力有3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3.熟悉MES、SCADA等工业信息化系统；熟悉各类
PLC、DCS等工业控制设备的接入，数据采集方案和相
关工业总线协议；
4.熟悉计算机网络，以及常用的网络通信与工业通信协
议；
5.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6.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
相关专业；
2.具有独立承担超过3年以上的软件项目系统分析和
架构设计经验，有成功案例、大型系统软件架构设计经
验优先；
3.精通 Oracle\MySQL\SQLServer\MySQL 等主流
关系型数据库，熟悉它们在不同场景下的优劣、保证高
可用；对主流开源技术（缓存、消息队列、大数据等)有
较深入的研究与实践经验；
4.精通系统性能优化、精通分布式、多线程等高性能架
构相关技术；
5.有数据库负载均衡等服务器体系架构实践经验，有中
大型复杂系统架构经验者优先考虑；
6.有大型制造行业或供应链管理软件开发实施经验优
先；
7.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8.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等相关专
业；
2.3年以上数据管理和分析的工作经验；
3.对数据敏感，逻辑清晰,有钢铁行业数据管理经验的
优先考虑；
4.具有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学习能力，能承
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5.工作积极主动，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6.踏实肯干，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7.能接受加班和出差。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环境工程
等相关专业；
2.熟悉掌握国家能源、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有节能技术
改造及“四新技术”节能项目申报实施的经验，能熟练
使用各类办公软件；
3.有3年以上大中型企业的环保工作经历，对各类环保
处理设施有丰富的现场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安全工
程、消防工程等相关专业；
2.熟悉国家、行业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相关管理规定
及安全管理工作程序，能熟练使用各类办公软件；
3.能独立起草安全类文件、制度；
4.对制造业安全生产有较深的理解和执行力，有3年以
上制造业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冶
金、材料、矿物加工等相关专业；
2.精通炼铁或炼钢或轧制或烧结工艺过程管控，熟练运
用办公及专业技术软件；
3.掌握炼铁或炼钢或轧制或烧结原理，具有3年及以上
冶金行业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4.工作认真积极，有较强的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较
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热
能工程相关专业；
2.从事电厂机务设计5年/分布式能源系统设计3年/预
热锅炉、余热利用设备设计3年；
3.掌握某种高效能源利用技术；
4.发表过有工程应用价值的论文；
5.注册动力工程师职业资格。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机
械相关专业；
2.熟练掌握CAD、Solidworks绘图软件，根据工程要
求，能独立承担成套设备、工装件设计工作的优先考
虑；
3.有3年以上大中型冶金企业设备管理、设计经验或有
设计院工作相关设计经历者可优先考虑；
4.持有国家职称证书可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电
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2.掌握常用工业总线、传感器、电气元件选型、主流PLC
知识（使用、组件选型、软件开发及与上层接口）、编程、
工控软件（Wincc、Intouch等）；
3.熟悉非标自动化项目管理流程并能独立设计非标自
动化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有3年以上自动化项目管
理实施经验，或HMI设计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
4.持有国家职称证书可优先考虑。

1.年龄4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化
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煤化工方向）相关专业；
2.优秀的实验能力及实验数据分析能力；
3.熟练使用各类化学分析仪器与设备；
4.有3年以上冶金行业产品质量分析工作经验优先考
虑；
5.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逻辑分析和文字表达能力。

薪资待遇

25 万 - 50 万/年（硕
士）、50万-120万（博
士），享受五险一金、带
薪年假、免费住宿1-2
人间、免费工作餐、免
费体检、高温费、过节
费及物资，博士可另享
受 100平方米左右产
权住房。

25万-50万/年，享受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
免费住宿2人间、免费
工作餐、免费体检、高
温费、过节费及物资。

25 万 - 50 万/年（硕
士）、50万-120万（博
士），享受五险一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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