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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招 聘 单 位 简 介 及 岗 位 要 求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608”，股票简称“江

苏国信”）是江苏省国信集团旗下以能源和金融为主业的上市平

台。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国信集团的支持下，公司围绕“能

源+金融”双轮驱动战略，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以规范运营为

基础，努力提升经营业绩，积极开展资本运作，推动能源和金融

主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截至 2018 年末，江苏国信拥有全资、

控股子公司 10 家，资产总额 536.50 亿元，净资产 306.69 亿元。

2018 年实现利润总额 39.85 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5.56 亿

元、归属母公司每股净资产 6.41 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7%、

17.27%、18.70%。 

【招聘岗位及要求】 

 行政文秘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0 周岁及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文、

新闻等相关专业； 

2、社会应聘人员应有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党政机关从事行政文

秘、新闻宣传等相关工作 2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应届生应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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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对工作经验无要求。 

3、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 

 党务纪检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中共党员，年龄 30 周岁及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中文、新闻等相关专业； 

2、社会应聘人员应有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党政机关从事党群、

纪检、行政文秘、新闻宣传等相关工作 2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应

届生应为 2020 年毕业，对工作经历无要求。 

3、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 

联系人：张女士  025-84679110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属江苏省国信集团旗下的

发电类企业。公司目前总装机容量为 254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120 亿千瓦时，是江苏省内首家拥有 4 台 60 万千瓦级机组的大

型火力发电企业。公司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和谐劳动关系优秀企业”、“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中

国电力管理信息系统示范工程”、“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

学习型组织示范企业”等荣誉。 

【招聘岗位及要求】 

 集控运行岗，5 人，工作地点：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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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热动或集控运行专业 2 人，电气专业 2 人，自动化专业 1 人； 

3、本科毕业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24 周岁，硕士研究生年龄一般

不超过 28 周岁。 

 信息系统管理岗，1 人，工作地点：扬州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

相关专业； 

2、本科毕业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24 周岁，硕士研究生年龄一般

不超过 28 周岁。 

联系人：刘先生  0514-87772203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地处连云港市海州区，距离市中心仅 5 公里，属城市电

厂，生活方便，交通便利。连云港是江苏最大的海港城市， 2019

年 8 月，连云港成为国家批准江苏设立的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之

一。公司现有 2 台 330MW 热电机组和 2 台 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 2660MW。公司重视三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

发展，先后荣获了“全国一流火力发电厂”、“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电力行业双文明单位”等

30 多项国家级荣誉。 

【招聘岗位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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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修或集控运行岗，15 人，工作地点：连云港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或机电工程类相关专业 4 人、热工控制及

自动化或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1 人、热能与动力工程或火电厂集

控运行专业 10 人； 

3、熟悉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责任心

较强，能从事电力设备检修或运行工作。 

联系人：陈先生  0518-85282083 

 

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位于淮安市西大街 200 号，现有两台 330MW 燃煤热电联

产机组。子公司江苏国信淮安燃气发电有限公司，装机规模 2×

180MW 燃气热电联产机组，位于淮安区；子公司江苏国信淮安第

二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装机规模 2×460MW 燃气热电联产机

组，位于盐化工业园区。总装机容量 1940MW，是淮安市最大的

发电企业和集中供热热源企业。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江苏省文

明单位标兵、江苏省电力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连

续 24 年被表彰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招聘岗位及要求】 

 集控运行岗，18 人，工作地点：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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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集控运行、热能与动力工程、热工自

动化等相关专业； 

3、对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较为熟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责任

心较强。 

联系人：杜先生  0517-83588081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是江苏 950 多公里海岸线上的首座火电厂，坐落在黄

海之滨盐城市射阳港口，现装机容量 1320MW。目前正在积极推

进 2×1000MW 扩建项目，为公司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公司为江苏省国信集团全资子公司，依法治企卓有成

效，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全国绿化

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电力系统文明单位、国家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荣誉。 

【招聘岗位及要求】 

 集控运行岗，19 人，工作地点：射阳 

1、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2、电厂集控运行专业 6 人、热能动力工程专业 6 人、电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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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自动化专业 7 人； 

3、对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较为熟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责

任心以及团队协作精神。 

 会计岗，1 人，工作地点：射阳 

1、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2、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责任心以及团队协作精神。 

联系人：唐女士  0515-82202134 

 

江苏国信靖江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国信靖江发电有限公司位于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

园区，距江阴长江大桥约 15 公里，水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

越，由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建设。电厂项目规划总容量

为 3320MW，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 2 台 66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

电机组已于 2015 年 2 月投产，目前是泰州 220kV 电网主要骨干

电厂。公司所属的江苏省煤炭物流靖江基地是国家级靖江煤炭

储备基地的载体。公司现具备发电，售电，供热，煤炭经营、

接卸、混配、筛分和装船外运等功能，取得了良好的运行业绩、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招聘岗位及要求】 

 信息管理岗，1 人，工作地点：靖江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业、信息安全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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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集控运行或检修岗，9 人，工作地点：靖江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热能与动力工程相关专业（含集控运行）2 人；生产过程自

动化、计算机相关专业（自动控制）1 人；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相关专业 3 人；集控运行或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相关专业 3 人； 

3、对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较为熟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主控主值班员，1 人，工作地点：靖江 

1、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 35 周岁以下，集控运行或热能与动

力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相关专业； 

2、具有同类型电厂 3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对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较为熟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责任

心较强。 

 燃料中控主值班员，1 人，工作地点：靖江 

1、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 35 周岁以下，机电一体化或港口机

械相关专业； 

2、具有同类型电厂 3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对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较为熟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责任

心较强。 

联系人：鞠女士  0523-8412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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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宜兴经济开发区内，

始建于 1986 年，是江苏省国信集团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目

前资产规模近 50 亿元，公司员工 1300 人。 

公司主要包含能源、生物科技两大产业，装机容量突破百

万千瓦，是江苏省最大的热电联产企业之一，是全球第五大柠

檬酸生产企业。公司高重视研发，始终坚持产学研合作。陈坚

院士工作站、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宜兴）分室、国家级张宏文技能大师工作室、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南大学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

优质柠檬酸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食品生物技术工程

中心等先后在协联落户。 

【招聘岗位及要求】 

 集控运行岗，11 人，工作地点：江苏宜兴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2、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热工控制及自动化、生产过程自动

化、自动化控制相关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含集控运行）； 

3、对火力发电厂生产流程较为熟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责任

心较强。 

联系人：吴女士  0510-8712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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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沙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由江苏省

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江苏平陵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三家单位共同出资兴建,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天目

湖旅游度假区，主要负责沙河电站的生产和运营。沙河电站装机

容量为 2×50MW，设计年发电量 1.82 亿千瓦时，年抽水用电 2.44

亿千瓦时。自 2002 年投产以来，坚持“精致沙河、臻于至善”

的企业愿景，发扬“创新超越、继往开来”的企业精神，致力于

把沙河公司建设成行业内的优秀企业。 

【招聘岗位及要求】 

 生产运行岗，2 人，工作地点：溧阳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电力系统及自动化或能源及动力工程（水动方向）专业。 

联系人：刘女士  0519-87982236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由江苏省国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平陵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成立，注册资本金 17000 万元，主要

负责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溧阳电站。溧阳电站是江苏省继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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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抽水蓄能电站后的第三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目前江苏省最

大的抽水蓄能电站。电站由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及发电厂

房系统等四部分组成，装设 6 台单机容量为 25 万千瓦的抽水蓄

能发电机组。电站额定水头 259m，设计年发电量 20.07 亿千瓦

时，年抽水电量 26.76 亿千瓦时，工程总投资 89 亿元人民币。

2008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项目开工建设，2011 年 4

月电站主体工程开工，2017 年 10 月工程竣工投产。 

【招聘岗位及要求】 

 生产运行岗，1 人，工作地点：溧阳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水电方

向）、水能动力、机械、控制等相关专业； 

3、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法务岗，1 人，工作地点：溧阳 

1、2020 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法律、法学专业； 

2、熟悉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等法律知识，有扎实的专业功

底、较高的文字水平、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3、能独立草拟审核合同、管理法务档案及参与法律诉讼等相关

事务。 

联系人：陈女士 0519-8769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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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系由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和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本金 2.04 亿元，营

业范围主要为电力燃料的采购、储运与销售；电力采购、输配

与销售。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作为国信控股电厂的集中

采购平台，开展燃料物资的计划、采购、供应、结算等工作，

统筹协调国信电厂年度需求，均衡兑现月度计划，深化集约化

经营，优化供应结构，实现对控股发电企业燃料物资的统一管

控,同时也是国信旗下的专业售电服务公司，于 2017 年取得江

苏省电力交易资质，可进行不限量电力交易，承接江苏省电力

市场中二类用户的电力销售和结算业务，主要为用户电力交易

提供服务，降低用户用电成本，并针对售电业务的政策做统一

的制定及宣讲。 

【招聘岗位及要求】 

 煤炭采购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热动、电气、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计划统计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力、电气工

程、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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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主流电力市场模式和规则，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沟

通表达能力； 

3、数学成绩优良。 

 法务党群综合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法

学、中文、新闻、工商管理专业； 

2、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具有独立撰写有关报告、处理法律事务

及公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 

3、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熟练使用

office 等办公软件； 

4、通过司法考试者优先，具有从事法务、党群、行政、新闻宣

传及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平台运营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信息、

网络、电子商务、电力、电气、市场营销专业； 

2、熟悉网站架构软硬件架构配置或熟悉 C、js、python、PHP

及其他常见开发环境及常见数据库开发； 

3、对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相关流程和管理了解，对网站平台、

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的建设和运营了解； 

4、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5、具有信息、计算机、网络开发等相关岗位实践经历者优先。 

联系人：周女士  1330517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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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系由江苏省国信集团和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本 10 亿元，主要职能是承担省级天然

气长输管网体系的规划、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投资开发天然

气利用项目，促进全省天然气行业发展。公司先后投资建设了数

个省级管网工程项目，并积极筹建江苏省液化天然气储运调峰项

目等工程。公司运营的天然气管网总里程已达 380 公里，输气站

场已有 18 座，CNG 加气母站 2 座，在苏南及沿江地区形成多气

源供应环网，覆盖苏南地区主要市场，省级天然气苏南管网基本

建成。 

【招聘岗位及要求】 

 财务核算岗，2 人，工作地点：南京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财务管

理、审计等相关专业； 

2、成绩良好，英语四级及以上，计算机国家或省二级及以上； 

3、工作勤勉，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 

联系人：姚先生  025-86771802 

 

江苏省沿海输气管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省沿海输气管道有限公司是根据《江苏省沿海输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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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规划（2018-2022）》实施需要于 2018年11月共同出资成立，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

公司总部设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汇金大厦。 

公司承担江苏省沿海输气管道规划区域范围内的天然气管

网投资、建设和运营，联络省内沿海 LNG 接收站和省内其他输气

管道及重要储气库，实现公共分输功能和区域内天然气管网运销

分离、互联互通、公平开放，促进全省天然气行业发展。公司规

划建设各类高压天然气管道约 2000km，将在苏北苏中地区形成

“一纵四横”多环网状区域管网，全部建成后管网年输气能力将

达到 300 亿立方米。 

【招聘岗位及要求】 

 技术岗，2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机

械、电气、自动化、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安装岗，3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苏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机

械、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3、硕士研究生优先。 

 土建岗，2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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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程、建筑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3、硕士研究生优先。 

 外协岗，5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机

械、电气、自动化、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3、硕士研究生优先。 

 安环岗，2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安

全工程、机械、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3、硕士研究生优先。 

 造价岗，1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财

务、会计、造价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电仪岗，2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机

械、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3、硕士研究生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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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岗，1 人，工作地点：南通市、连云港市等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油气储运、机

械、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能够长期在工程现场工作； 

3、硕士研究生优先。 

 预算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队精神； 

3、硕士研究生优先。 

联系人：高女士  025-69031257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风能、生物质能

和太阳能等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及建设运营，属于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2018 年 7 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

代码：603693。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司将坚持以项目开发为基础、

以资本运作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战略，积极开拓新能

源项目，做好储备资源的开发；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致

力于打造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一流品牌，聚力推动公司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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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及要求】 

 会计核算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财经类专业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熟悉国家税务、会计准则等法律

法规； 

3、具有较强团队精神和责任感，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数

据分析能力。 

 研发工程师，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风能、

光伏、电力系统自动化、生物工程等新能源相关专业； 

2、熟练掌握互联网应用技术，兼有计算机专业学位的人才优先； 

3、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态度，责任心

强； 

4、全面了解新能源领域前沿技术，研发新能源项目并形成成果，

组织并参与新能源研发项目的实施、评级、考核和后评估工作，

探寻新能源研发项目的方向，引领公司新业务的拓展。 

联系人：陈女士  025-8478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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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苏信托”），是经

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是江苏省国信集团的主要成员企业之一，专业从

事金融信托业务。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37.6 亿元，现为中

国信托业协会理事单位。江苏信托坚持“发展、创新、高效、

稳健”的经营理念，发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特点，立

足信托本业，探索业务创新，开展了产业金融、消费金融、同

业金融、证券信托、股权投资、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业务，

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优质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在信托行业具

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截至 2018 年末，公司管理资产规模 4073

亿元，净资产 178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2.7 亿元，利润总

额 21.7 亿元。 

【招聘岗位及要求】 

 法律合规部总经理，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专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具

有律师资格； 

2、具有 3 年以上信托公司的相关从业经历或从事信托行业监管

从业经历，或 5 年以上银行等金融行业的工作经历； 

3、具有 2 年以上在银行总行或信托公司总部法律合规部担任总

经理助理或同类级别以上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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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悉金融监管政策，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工作业绩突出，职业素养优良，管理能力、执行能力、

创新能力强； 

5.较好的逻辑思维和抗压能力,能够冷静合理恰当地运用法律

法规和实践经验,分析问题,提出有效适当的解决办法。性格成

熟稳重,工作踏实认真，诚实正直，责任心强,有团队合作精神； 

6、硕士研究生学历者优先。 

 法律合规岗，4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5 周岁以下（含 35 周岁），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法学专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具有律师资格； 

2、具有 3 年以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同类岗位工作

经历； 

3、熟悉金融监管政策，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未受过从业机构或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或问责； 

4、具有上述金融机构 5 年以上审查审批工作经验者年龄可适度

放宽； 

5、具有上述金融机构消费金融业务、房地产投融资业务或资产

证券化业务法律合规审查工作经验者优先。 

 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助理，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财务会计专业； 

2.具有 3 年以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熟

悉金融机构内部审查审批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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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 2 年以上上述机构业务审查部门团队负责人或同类级别

以上工作经历，或 5 年以上业务审查工作经历； 

4、熟悉金融监管政策，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工作业绩突出，职业素养优良，管理能力、执行能力、

创新能力强； 

5、在房地产投融资、消费信托、资本市场等业务领域具有丰富

的审查经验； 

6、未受过从业机构或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或问责； 

7、具有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总行或一级分行 4 年以上审贷官

从业经历者优先。 

 风险管理岗（房地产业务方向），2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

融、财务会计专业； 

2、具有 3 年以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房地产投融资

业务审查审批工作经验，或 3 年以上行业排名前 30 房地产开发

企业融资工作经验； 

3、熟悉金融监管政策，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未受过从业机构或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或问责； 

4、具有 FRM/CFA/ACCA/CPA 等资格者优先； 

5、具有上述金融机构 5 年以上审查审批工作经验者年龄可适度

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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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理岗（消费信托业务方向），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

融、财务会计专业； 

2、具有 3 年以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个金业务、消

费信贷、消费信托业务审查审批工作经验； 

3、熟悉金融监管政策，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未受过从业机构或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或问责； 

4、具有 FRM/CFA/ACCA/CPA 等资格者优先； 

5、具有上述金融机构 5 年以上审查审批工作经验者年龄可适度

放宽。 

 风险管理岗（信保、证券业务方向），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

融、财务会计专业； 

2、具有 3 年以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审查审批

工作经验； 

3、熟悉金融监管政策，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未受过从业机构或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或问责； 

4、具有 FRM/CFA/ACCA/CPA 等资格者优先； 

5、具有上述金融机构 5 年以上审查审批工作经验者年龄可适度

放宽。 

联系人：张女士  025-8966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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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成立，是省内

首家省属国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公司由江苏省国信集团和江苏

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金 15 亿元人民币。

公司始终秉承“依托集团，服务成员，规范经营，稳健发展”经

营方针，充分发挥公司金融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深化产融结合，

着力构建集团的资金归集平台、资金结算平台、资金监控平台以

及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力争在“十三五”期末成为省内领先、国

内知名的财务公司。 

【招聘岗位及要求】 

 信息技术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计算机、信息技术类等

相关专业； 

2、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路由器、交换机调试，综合布线

等知识； 

3、具有计算机网络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相关专业证书者优先； 

4、熟悉应用系统及数据库维护，服务器、存储系统维护，具有

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5、熟悉 SAP 系统开发或操作相经验者优先。 

 金融统计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金融、财会类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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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扎实的会计基础和财务分析能力，拥有会计、金融类相

关证书或资质者优先； 

3、熟练运用 OFFICE 等常用办公软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

通协调能力； 

4、具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 

5、能够在压力情况下工作，具有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精神。 

 客户经理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金融、财会类等相关专业； 

2、对金融、经济、法律知识有一定了解，有基本的银行信贷知

识； 

3、具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 

4、具有扎实的会计基础和财务分析能力，拥有会计、金融类相

关证书或资质者优先； 

5、有相关金融从业经历者优先。 

 行政文秘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中文、哲学、政治、行

政管理等相关专业； 

2、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政治敏感度强，逻辑清晰，具有较强

的的研究、分析和写作能力； 

3、具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4、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工作认真负责，综合素质较好。 

联系人：王女士  025-8307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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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经省国资委备案和省

经信委核准，注册成立的省级国有担保机构，注册资本金为 7.4

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江苏省注册资本金最大的担保机构之一。公

司以国家和我省产业政策为导向，为省内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服务，致力成为经营特色鲜明，发展优势突出，具有较强核心竞

争力，在全国有品牌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一流担保机构。 

【招聘岗位及要求】 

 行政文秘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文、行政管

理类等相关专业； 

2、熟悉党和国家政策，具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思维严谨，

学习能力强；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计划执行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4、党员优先。 

 业务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金融学、会计

学、财务管理、经济学等相关专业； 

2、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计划执行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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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任女士  025-84736347 

 

恒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由江苏省政府牵头省内二十余家国有大型企业出资设

立的省级国有金融机构，于 2001 年 7 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成立。公司注册地南京，面向全国经营保险、再保险经

纪业务及风险管理咨询业务。公司有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甲级

代理资格，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保险招标代理服务；是省农业保

险工作领导小组保险顾问单位；可开展互联网保险销售；入选江

苏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第三方评价机构库，具有开展财政预算保

费资金绩效评价业务的资格。 

【招聘岗位及要求】 

 技术管理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建筑、电

力工程等相关专业； 

2、具有 3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计划执行能力，能熟练运用各类

办公软件。 

联系人：王女士  025-83123217 

 

 



 

26 
 

江苏省国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经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江

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设立，注册资本金 1 亿元人民币。公

司主要面向政府、企事业、个人等提供电子认证服务，应用涉及

政府办公、招投标、税务、工商、社保、质监、卫生、网络支付、

企事业单位信息化等多个领域。公司坚持聚力创新引导发展，聚

焦创造社会价值的服务理念，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国内一流的

网络安全综合服务机构。 

【招聘岗位及要求】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岗，1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信息安全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等相

关专业； 

2、中共党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品

行端正，有良好的政治素养； 

3、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30 周岁； 

4、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工作责任心和服务意

识，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技术研发岗，2 人，工作地点：南京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信息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

专业； 

2.具有 C++、JAVA、C#开发经验，毕业设计或论文使用到以上语



 

27 
 

言者佳；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工作责任心和服务意识，具

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熟悉信息安全行业相关技术，如数字签名、公私钥加解密技术

等； 

5.对电子认证行业有强烈兴趣；有项目开发经验；了解 CA/PKI

技术，了解 PKCS 系列规范，有信息安全相关建设、开发等项目

经验优先； 

6.熟悉动态口令、数字证书、目录服务、访问控制等安全产品集

成技术和方法，具有信息安全项目实施经验和系统高可用的设计

经验的优先。 

联系人：王女士   025-8963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