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公开招聘公告

按照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试行）》

（德发展发[2020]60 号）相关要求，因工作需要，现就德阳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二、三级子公司 2021 年第一

次公开招聘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具体详见《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公开招聘

岗位表》。

二、招聘报名范围

本次招聘范围为具有中国国籍的在职、非在职人员。

三、应聘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质和

职业素养。

（二）符合应聘岗位任职条件要求，具有国家认可的学历及从

业资格。

（三）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爱岗敬业。

（四）未受过党纪政务处分，无不良记录。

各岗位具体任职要求以《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一次公开招聘岗位表》为准。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应聘：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

4.在党纪处分影响期内或尚未解除政务处分的；

5.法律法规、党纪政纪和有关政策另有规定不能被聘任为国有

企业工作人员的；

6.在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或在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有严重个人信用问题的；

7.有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

1.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5月 20 日下午 18 点整截止。

2.报名办法：此次招聘只接受网上报名，具体流程如下：

（1）填表：在公告末端附件下载填写《公开招聘报名表》。

（2）准备个人材料：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职称或职业资

格证、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 1张等。

（3）扫描：（1）和（2）所述材料需提供高像素扫描件，并按

照“文件名（姓名）”的格式命名，如：公开招聘报名表（张三）、

毕业证（张三）、学位证（张三）。

（4）文件打包压缩：（1）和（2）所述材料存储于同一个文件

夹后打包压缩，按照“***公司***岗位应聘材料（姓名）”的格式命

名，如：交通集团建投建材公司会计岗应聘材料（张三）。

（5）网络投递简历：



简历投递按照应聘岗位所属用人单位投递，应聘者务必确认邮

箱地址后投递，邮箱地址如下：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dyfzrsb@163.com，咨询电话：028-68306887；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6608972@qq.com，咨询电话：0838-2313621；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2528937@qq.com，咨询电话：028-6030690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cfjtrczp@163.com，咨询电话：028-60306892；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19007120@qq.com，咨询电话：028-60306867；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48395886@qq.com，咨询电话：0838-6137888；

德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94121124@qq.com，咨询电话：0838-2224221。

超过 202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8 点整之后投递的视为无效投递，

时间以收到报名材料时间为准。

（二）简历筛选、资格初审

各招聘工作组按任职岗位要求对应聘者进行简历筛选、资格初

审。被通知到的应聘者需携带上述个人材料原件，在指定时间内抵达

指定地点接受资格初审，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初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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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继续参加下一招聘程序，由招聘工作组通知其本人。凡提供虚假

材料的，取消其应聘资格。

（三）笔试、面试

笔试、面试由各用人单位（二级专业集团）根据岗位需要制定

相应方案组织实施。

（四）资格复审及考察

由各用人单位（二级专业集团）对笔试面试通过的人选进行资

格复审、组织考察或背景调查，对其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察，突出

考察道德品行、工作实绩、业务能力和岗位匹配度，必要时用人单位

可要求应聘者到户籍地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或个人征信报告。

（五）公示

考察合格人选确定为拟聘用人选。拟聘用人员名单由各用人单

位公示 3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应以真实姓名书面形式

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并提供必要的调查线索，凡以匿名或其他方式

反映的问题不予受理。

对公示期间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应聘资格条件

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拟聘资格；对反映有严重问题，但一时难

以查实或难以否定的，暂予聘用，如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条件的，

取消聘用资格。

（六）体检

对公示无异议的拟聘人员，由各用人单位组织体检，体检标准

和要求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体检结果报

用人单位（二级专业集团）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七）录用

拟聘用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指定材料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并约定试用期。不按时报到的，取消录用资格。

五、纪律要求

招聘过程中，有关人员严格执行人事工作纪律，严肃考风考纪，

防止和杜绝不正之风。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人员，立即取消聘用资

格，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各级纪检部门对本次公开招聘工作进行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19181096593

附件：1.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公开招聘

岗位表

2.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招聘报名表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



附件1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公开招聘岗位表

序号 用人单位 招聘部门/子公司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专业 任职要求 需求人数 备注

2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党委工作部 党建群团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须为中共党员，具有较强的党性、熟悉党建群团工作；
2.具备2年及以上党政机关或企业党建、群团相关工作经
验；
3.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功底及组织协调能力；
4.具备政工师职称的优先。

1

3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综合管理部 综合文秘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文秘、行政等相关专业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行；
2.年龄在35岁及以下；
3.具有2年及以上政府部门或企业综合管理相关经验 ；
4.熟练掌握office等办公软件；
5.具有较强公文写作功底；
6.具有较强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
7.具有较强团队协作精神和服务意识。

2

4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投资发展部 综合投资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金融、经济、财务、法
律相关专业

1.具备投资项目分析能力，能独立进行项目研究和投资报告
撰写；
2.熟悉金融政策和法律，能够灵活运用各种资本工具和投资
模式进行项目包装；
3.具备一定的商业谈判能力和产业经营理念 ；
4.具备财务和会计基础知识，能进行项目经济测算和相应指
标分析；
5.具备较强文字写作功底；
6.持有CFA、CPA、FRM等资格证优先。

2

5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纪检监察部 纪检监察干事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审计、会计、法律相关
专业

1.须为中共党员，从事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党建、纪检工作
2年以上，具备信访、线索处置经验，有丰富办案经验者优
先；
2.具有良好沟通协调能力，良好的洞察力、分析能力；
3.熟悉纪检法规及相关法律；
4.具备审计、会计、法律行业从业资格证的优先。

1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公开招聘岗位表

序号 用人单位 招聘部门/子公司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专业 任职要求 需求人数 备注

6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审计法务部 法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金融、法律相关
专业

1.具备金融领域或其他企业从事法务工作 3年及以上，具备
国有企业类似工作经历优先；
2.熟悉财务、金融知识、投融资行业所涉及法律、业务知
识；
3.作风严谨、踏实，熟悉风险管理流程，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和查找问题的能力；
4.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和公文写作能力 ；
5.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
6.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A证）、金融风险管理师证书
（FRM）优先。

1

7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审计法务部 审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金融相关专业

1.具备企业内部审计工作3年及以上的工作经历，具备国有
企业类似工作经历优先； 
2.熟悉财务、金融知识，熟悉企业内部合规管理要求，熟悉
内部审计工作流程；
3.具有独立开展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能力 ；
4.作风严谨、踏实、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查找问题的能力 ；
5.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和公文写作能力 ；
6.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
7.取得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注册内部审计师 、国际认证协会
注册高级内部审计师的优先。

1

8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金融事业部 融资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金融、经济、财务相关
专业

1.具备金融数据收集、分析能力，能独立撰写项目融资报
告；
2.熟悉金融政策和融资环境，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模式进行项
目包装、进行项目融资；
3.具备财会专业知识，能进行项目经济测算和相应指标分
析；
4.本科学历要求具备5年及以上、研究生学历要求具备2年及
以上金融机构、国有平台融资、信贷工作经历；
5.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及应变能力。

2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公开招聘岗位表

序号 用人单位 招聘部门/子公司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专业 任职要求 需求人数 备注

9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财务部 项目会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务、会计专业

1.具备财务和会计基础知识，能够独立完成工程各种财务分
析报告及税务筹划；
2.具备建筑业或项目核算工作经验；
3.熟练掌握office等办公软件；
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写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
5.具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证书的优先 。

1

10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
财务部 财务信息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会计等相关专
业

1.有5年以上财务信息化管理经验，具备财务和信息化综合
能力；
2.熟练掌握office等办公软件；
3.较强的逻缉思维能力，团队协作和服务意识，具备较强的
责任心和执行力；
4.能够带领团队完成财务信息化建设；
5.愿意承担较大工作压力及接受挑战，心态积极向上，能吃
苦耐劳。

1

11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本部基金事业部 基金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金融、财会、经济类
相关专业

1.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
3.文字功底好，擅长公文类写作者优先。

2

12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本部金广重整工作组 财务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财会相关专业

1.5年及以上大中型生产制造企业会计相关工作经验 ；
2.男性年龄50岁以内；女性年龄45岁以内。

2

13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本部金广重整工作组 法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法律相关专业 3年及以上法律相关工作经验。 1

14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本部金广重整工作组 工程技术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冶金工程相关专业

1.3年及以上冶金工程相关工作经验；
2.不锈钢研究及制造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 。

1

15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杰阳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金融相关专业

1.具备5年以上在国企金融或类金融行业（授信管理、金融
市场）相关从业经历；
2.对金融、营销、法律等知识有较深的了解；
3.熟悉信贷业务全流程，具有较长专业从业经历者可适当放
宽学历条件。

2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公开招聘岗位表

序号 用人单位 招聘部门/子公司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专业 任职要求 需求人数 备注

16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杰阳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风险审查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金融相关专业

1.具有3年以上银行信贷、风控管理和授信从业经验；
2.能较好的对信贷业务做出风险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
防范措施；
3.有突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
4.能力突出和经验丰富者，可适当放宽学历和专业要求。

1

17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杰阳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会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相关专
业

1.具备5-10年及以上财务工作经验；
2.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税务筹划、报表编制、财务分析等技
能；
3.有大中型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等管理经验优先 ；
4.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5.能力突出和经验丰富者，可适当放宽学历和专业要求。

1

18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兴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会计、经济、金融 有银行、担保、小贷等从业经历优先 3

19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兴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风控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法律、会计、金融 有银行、担保、小贷等从业经历优先 3 其中2名派驻成都

20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投国际经贸有限

公司
财务负责人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专业

1.有10年及以上财务专职工作经验；
2.具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
3.有外贸进出口从业经验和经历者优先 。

1

21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投国际经贸有限

公司
综合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文秘、行政管理相关专
业

1.有5年及以上相关从业经验或当年应届毕业生 ；
2.有音乐特长，具备节目编排、主持能力者优先。

1

22
德阳市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投国际经贸有限

公司
贸易业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贸易、财务、金融、工
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有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1

23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蓉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施工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或相
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等同于中级及
以上职称的执业资

格）

工程类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施工规范 ；
3.具有较高的项目管理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精通建筑施
工各种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统筹计划能力、沟
通协调能力；
4.具有项目施工管理工作经验，建造师证书、中级及以上职
称优先。

5
土建专业2人、市政
专业2人、安装专业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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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蓉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投标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或相
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等同于中级及
以上职称的执业资

格）

不限

1.45岁及以下；
2.熟悉招投标相关流程和法律法规，能熟练使用公共资源交
易网相关证书，能独立编制招投标文件；
3.5年以上相关招投标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

1

25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蓉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质量监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或相
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等同于中级及
以上职称的执业资

格）

工程类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国家工程质量强制性标准和规范 ，熟悉工程施工管理
规程、规范，熟悉项目部的分部、分项工程质量检查和验收
流程，严格控制工程质量；
3.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质量员证书，具有中级及以
上职称优先。

1

26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蓉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安全监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或相
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等同于中级及
以上职称的执业资

格）

工程类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安全生产及劳动保护的政策、法规及安全操作规程，
认真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公司安全生产制度，具
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3.3年以上现场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经验，具有安全员证书，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1

27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蓉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安装造价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或相
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等同于中级及
以上职称的执业资

格）

工程类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施工规范，熟悉项目规划、建
筑设计、施工、验收规范等基本建设程序，熟练使用预算清
单软件，熟悉施工现场工作流程和环节，了解市场工程造价
信息和材料信息，具有良好的技术水平和计算机操作能力 ，
熟练使用CAD制图软件。
3.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造价员或造价工程师证书，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1

28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质量安全部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类
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经验8年以上
、持有一级建造师及以上，具备职业资格证书。
3.了解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具有高
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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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部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类
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经验8年以上、持有一级建造师及以
上，具备职业资格证书,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1

30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类
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经验5年以上；
3.持有二级建造师及以上，具备职业资格证书。熟悉国家的
施工规范、规程、标准、规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
神。

1

31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施工技术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类
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验5年以上；
3.持有二级建造师及以上，具备职业资格证书。具有高度的
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1

32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质量安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类
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经验3年以上；
3.持有二级建造师及以上；
4.熟悉国家质量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熟悉项目部的分部、分
项工程质量检查和验收流程,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

1

33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安全管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类
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经验3年以上、持有二级建造师及以上
证书。
3.具备相关安全知识、熟悉视频监控设备，能迅速判断突发
事件的性质并按流程处理，沉着稳重、责任心强。

1

34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设计及技术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筑学类

1.35岁及以下；
2.具有5年及以上设计院工作经验，熟练使用CAD等建筑设计
软件，
3.中级职称及以上；
4.熟悉国家设计类、建筑类技术法律法规，了解四川省相关
技术规范，有甲方设计管理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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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现场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土建类

1.35岁及以下；
2.5年及以上现场管理工作经验；
3.具有建造师或监理师执业资格、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4.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具备高度责任感及敬业精神、
执行力强。

1

36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市场及投资分析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经济类专业或房地产类
相关专业

1.35岁及以下；
2.具备3年以上房地产开发相关工作经验；
3.了解德阳房地产投资市场优先，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
件；
4.具备高度的洞察能力和敏锐性，对房地产市场有较强的分
析能力。

1

37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合同及招投标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或经济类

1.35岁及以下；
2.具有8年以上招投标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招投标相关法律
法规；
3.能熟练应用四川省公共资源网CFCA证书，独立编制招标文
件；
4.中级职称及以上。

1

38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人力资源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0岁及以下；
2.2年及以上大型房地产公司或国企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
3.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工
作认真负责，品行端正，学习能力强。

1

39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现场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现场管理流程，具备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备
独立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3.熟悉WORD、EXCEL、CAD、PROJECT等常用办公软件基本应
用；
4.责任心强、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品行端正；
5.具有一级建造师、全国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执业职格证书者优先。

3

40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党建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中文、
文秘、电子商务等相关

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党建管理工作，具备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熟悉WORD、EXCEL等常用办公软件基本应用；
4.具备较强的公文写作、沟通协调能力；
5.责任心强、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品行端正；
6.具有大中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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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招标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悉招标流程，具备三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具备独立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4.熟悉WORD、EXCEL、CAD、PROJECT等常用办公软件基本应
用；
5.责任心强、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品行端正；
6.具有一级建造师、全国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执业职格证书者优先。

1

42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前期报建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相关专业

1.具备5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WORD、EXCEL等常用办公软件基本应用；
3.责任心强、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品行端正；
4.全国咨询工程师优先。

1

43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杰阳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会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类相关
专业

1.45岁及以下；
2.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税务筹划、报表编制、财务分析等技
能；
3.具备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有大中型国企、上市公司等集团型公司管理经验优先 。

1

44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旌驰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检测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相关

1.45岁及以下；
2.大学本科及以上；
3.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两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4.持有相关专业规定的检测资格证书、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职称（或等同于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执业资格 ）；
5.具有较强的团队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带领团队完成检测
工作，能出具有效的检测报告。

5

室内环境空气检测
资质1人，地基基础
专项资质1人，房屋
鉴定资质1人，建筑
节能与智能检测资
质1人，桥隧专项资
质1人。

45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正衡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
造价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
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1.45岁及以下；
2.具有2年工程预决算编制、审核或过控相关工作经验；
3.熟练使用广联达、宏业、鹏业、斯维尔、算王、同望、青
山等计量计价软件；
4.具有优秀的职业道德品质、较强的责任心、敬业精神及团
队协作精神，能吃苦耐劳，无不良执业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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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科力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行政人事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类
相关专业

1.35岁及以下；
2.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和公文处理能力 ，学习能力强、逻辑
思维清晰、条理性好；
3.能够熟练使用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4.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或国企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

1

47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科力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出纳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会计、财务管理类相关
专业

1.35岁及以下；
2.为人正直，原则性强，有责任心、事业心；
3.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或国企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

1

48
德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科力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市场营销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销售管理类
相关专业

1.35岁及以下；
2.具有较强的学习、沟通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承
压能力，有责任心、事业心；
3.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或国企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

1

4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部 投资管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金融、经济、投资相关
专业

1.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熟悉了解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及
态势，熟悉掌握信息产业、资本运作、公司治理、综合管理
及企业收购的知识和技能；
2.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熟悉项目投资的相关流程，
具有丰富的投资知识和实操经验；
3.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项目研判能力，能把握市场机
会，预知风险和控制风险；
4.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分析研判能力 ，能撰写较高质量的
报告和方案；
5.有大中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具有企业
高管经历者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

1

5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排水有限公司 采购管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贸易、物流及采购等相
关专业

1.具有3年以上采购相关工作经验；
2.了解相关采购制度，熟悉合同、招投标、材料库存管理等
工作流程；
3.具备较好的沟通、谈判、协调能力和风控、成本管控意识
。

1

5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排水有限公司 水质分析 大学本科及以上

环境、生物化学、分析
化学、应用化学类专业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应用
化学类等相关专业）了解水质检测国家标准；
2.熟练掌握化验操作规程和水处理水质指标的监测 ，能总结
分析实验数据；
3.熟悉有关药品试剂以及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 ；
4.工作严谨做事细心，责任心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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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排水有限公司 机电维修 大学专科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或相关专业

1.专科以上学历，机电一体化或相关专业，具有3年以上工
作经验；
2.熟悉设备维修维护安全操作规则，负责检查并督促实施运
行设备易损件更换等维修保养工作；
3.具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

1

53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排水有限公司 自控仪表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或相关专业

1.大学本科及以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或相关专业；
2.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负责厂区自控仪表、在线监测、仪器仪表巡视、校准、维
护维修工作；
4.负责厂区PLC站、中心计算机房、安防监控、运行数据备
份、维护维修工作。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沟通能力。

1

54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工艺运行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具有水处理、环境工程
、应用化学、给排水等
相关专业

1.3年以上项目运营工作经验；
2.熟悉各类污水处理工艺，具有丰富的项目运营、安全、生
产、设备、工艺管理经验。

2

55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机电维修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电工程、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5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自控设备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具有水处理、环境工程
、应用化学、给排水等
相关专业

1.环境工程专业，熟悉各种污水处理工艺；
2.具有项目施工管理经验、安装经验，熟悉泵、风机等污水
处理常用设备、管道安装

2

57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综合专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行政管理、工商企业管
理、中文、文秘等相关
专业；

3年以上人力资源、文秘等相关工作经验。 1

58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化验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相关化工分析专业； 五年以上化学分析相关工作经验。 1

5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安全专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

1.熟悉安全法规和施工现场的各项安全要求 ；
2.具备安全员上岗证；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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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德阳省食油储备库 综合文秘 大学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文秘相关
专业

1.具备8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文字工作经验不低于5年）；
2.熟练掌握文稿起草、写作、审核，独立完成领导讲话、会
议记录、工作总结等文稿工作，能够做好企业外宣，具有较
强的电脑办公软件能力，熟悉公文写作基本能力；
3.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职业意识；
4.有从事报社新闻编辑、报道及事业单位工作经验和获得相
应证书、荣誉者优先。

1

6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合农产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统筹分析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商企业管理、财务、
金融、企业规划相关专

业

1.有3年以上区域销售、农贸市场管理和连锁企业管理等相
关工作经验；
2.熟悉了解农业发展现状及态势，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熟悉项目投资的相关流程，具有丰富的投资知识和实操
经验；
3.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项目研判能力，能把握市场机
会，预知风险和控制风险；
4.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分析研判能力 ，能撰写较高质量的
报告和方案；
5.精通公文写作，有大中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
6.具有企业高管经历者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 。

1

62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合农产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综合内勤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采购、物流贸易等相关
专业

1.能熟练使用办公室软件，具有一定文字功底，能够撰写合
同文件，熟悉供应商评估、考核，熟悉建材或食品相关质量
体系标准；
2.采购等相关工作经验；有相关协会、政府采购工作经验和
产品库存管理等相关经验者优先；
3.了解相关采购制度，对应收账款及时准确统计催收，往来
单证管理有一定的方法。

1

63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合农产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营销 大学本科及以上 营销、贸易相关专业

1.35岁以下，具有3年以上销售等相关工作经验，形象气质
佳、普通话标准，善于沟通，能熟练使用办公室软件。
2.负责公司业务推广和业务拓展；
3.把握市场有关于公司业务的环境动态 、需求变化做出市场
预测、分析和规划，制定市场营销计划于营销模式；
4.负责农产品基地建立、产品组织与销售；
5.工作执行能力强。

1

64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合农产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旗舰中心店       

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经营管理相关专业

1.有3年以上销售管理和连锁企业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 。
2.熟悉国家农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及团队
管理能力、一定的策划能力，制定部门发展规划，建立销售
体系、制定销售培训激励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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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国合农产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旗舰中心店       

宣讲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传媒、表演、主持相关
专业

1.30岁以下，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普通话标准，善于演
讲、能熟练使用办公室软件。
2.有各平台直播经验者优先，有一定文字功底，能撰写宣传
稿。

1

6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农产品贸易有

限公司
综合内勤 大学本科及以上

行政管理、社会工作、
文秘等相关专业

1.2年以上办公室相关工作经验；
2.精通公文写作、公务接待、会务组织安排、档案管理、后
勤服务、人力资源统筹等相关工作；
3.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1

67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农产品贸易有

限公司
战略渠道部渠道 大学本科及以上

采购、物流贸易、对外
贸易等相关专业

1.3年以上大型企业采购、营销工作经验；
2.熟悉采购流程,可以编制各种采购体系的操作文件和部门
年度采购战略、客户维护、采购等；
3.熟悉供应商评估、考核，熟悉蔬菜水果相关质量体系标
准；
4.擅长大宗贸易、蔬菜水果等业务工作经历者优先；掌握常
用的办公软件，熟练使用电脑；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谈判能力和成本意识。

1

68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农产品贸易有

限公司
营销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商管理、贸易、财务
相关专业

1.35岁以下，具有3年以上销售等相关工作经验，形象气质
佳，善于沟通，有较强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工作执行能
力强，擅长市场拓展与发展客户关系，能熟练使用办公室软
件。
2.负责公司业务推广和业务拓展；
3.把握市场有关于公司业务的环境动态 、需求变化做出市场
预测、分析和规划，制定市场营销计划于营销模式；
4.负责农产品基地建立、产品组织与销售。

1

6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农产品贸易有

限公司
品牌运营 大学本科及以上

广告、策划、传媒相关
专业

1.具有3年以上策划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和
市场敏感度；
2.良好的写作能力、沟通谈判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
3.熟悉品牌运营相关行业，熟悉广告传媒者优先；
4.具备较强的项目策划能力，文字功底，能编写各类公文、
PPT制作；
5.能独立制定及组织实施品牌推广活动和公关活动 。

1

7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杰阳农产品贸易有

限公司
技术物资部技术 大学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植物营养/植
物保护/土壤学/农业资
源与环境/种植业等）

相关专业

1.有2年以上相关农业种植工作经验，熟悉园艺、植保、病
虫害防治；
2.专业性强，较好的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熟悉农业相
关生产资料采购、运用。

2

7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自控仪表 大学专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相关专业

具备2年及以上环保、化工、电气、软件技术、机械等相关
行业工作经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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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机械维修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机电工程等相关专业 具备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1

73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渗滤液车间操作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环保、化工等相关专业

1.3年及以上污水或固废处置工作经验；
2.具备一定公文写作能力

1

74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安全管理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 具备从事安全管理2年以上工作经验 1

75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化验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化工分析、应用化学、
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

具备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1

7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工程项目管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工程管理、土木工程等
相关专业

具备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1

77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经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具有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
精神；
2.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
协助部门经理做好分管领域的各项工作 ；
3.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按照公司统一部署，加强与其他部门
的协同，推动公司经营目标的全面达成。

1

78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信息
技术等相关专业

1.精通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统计、税务筹划；
2.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税务筹划、报表编制、财务分析等技
能；
3.精通财务管理专业知识；
4.熟悉国家财税法规、金融等相关政策；
5.有大中型国企或上市公司、会师所管理经验者优先；
6.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取得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
优先。

1

7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IT、通信及经济相关专
业

1.具有IT、通信及经济相关专业的专科以上学历 ,做事积极
主动，善于思考，具体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执行
能力强，具备较强的协调能力，熟悉运营商体系架构及相关
工作流程；
2.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和市场敏感度 ；良好的写作能力
、沟通谈判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3年以上通信、IT行
业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熟悉智慧城市建设者优先；
3.具备较强的项目设计能力，文字功底，能编写各类公文、
PPT制作；
4.具有严格的保密意识、纪律观念，有较强的统筹安排和协
调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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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有不低于2年大客户销售及服务经历；语言表达流程，
能准确传递信息；
2.掌握一定的市场学、推销学、公共关系和服务礼仪。熟悉
公司的发展历史、现状、发展战略，公司在同行业中的地位
、公司的使命、公司服务理念、公司文化等；
3.具备初级的互联网及网络知识，了解信息化项目拓展的流
程；
4.具有市场中关于大客户方面拓展的知识 ；了解市场营销知
识，树立正确的市场营销服务观念，使客户真正享受到移动
通信产生的有益效用，积极促使公司完成发展目标和发展战
略。

1

8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综合支撑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公文写作与处理，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基础知；
2.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3.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有较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有人力资源管理经
验优先。

1

82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大学专科及以上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1.计算机或相关专业专科学历以上；拥有计算机体系结构、
软件工程、数据库、数据结构、编译原理等计算机学科的基
础课程；
2.2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对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浓厚的兴
趣；熟练掌握VS2012/2015,C#,JAVA 、AS等开发工具和语
言，有WEB应用系统开发经验；熟悉Spring、SpringMVC、
Hibernate/Mybatis等主流框架开发
3.；熟练掌握使用开发管理工具 ，如svn、Git；能够掌握
mysql,sqlserver等数据库开发的一种或多种；
4.熟悉应用服务器的安装、调试、配置及使用；具备需求分
析和系统设计能力，以及较强的逻辑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能
力；
5.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攻关能力和创新能力，思维敏捷，
精力充沛，富有团队精神,责任感和沟通能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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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师 大学专科及以上 计算机/通信相关专业

1.计算机/通信相关专业，1-3年软件测试经验；掌握软件测
试理论，软件测试方法及软件测试流程和规范 ；
2.熟悉liunx操作系统，熟悉使用docker工具；
3.能独立制订软件测试计划，设计软件测试方案、测试用例
、测试脚本、测试代码等，并执行测试、形成测试报告；
3.熟悉使用测试相关工具，如bug管理工具等,压力测试工具
（ loadrunner 等 ） 、 自 动 化 测 试 工 具
（RobotFramework等），了解软件开发语言（C、C++、Java
等）、熟悉数据库(SQLServer、Mysql、Oracle或DB2等)；
参与过大型项目测试工作，对测试问题能进行较好的分析，
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逆向思维能力以及对缺陷的敏感
性；
4.有责任心，善于分析和思考问题，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5.具有良好沟通与协调能力，有较强自我学习能力。

1

84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专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产品经验，有行业信息化工作经
验者，熟悉产品需求管理及产品开发流程。；
2.具有产品方案和产品设计经验 ，熟悉sketch、Axure、
Visio、MindMangager等工具。对互联网感兴趣，对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有独立的洞察与见解 ； 
3.有过软件需求分析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的产品设计能力，
且在产品美观、易用性上有个人见解；
4. 熟悉软件工程理论，掌握软件需求获取与分析方法，有
较强的文档编写能力，较好的英文技术专业文档阅读理解能
力；
5. 熟悉软件产品生命周期及生产过程 ，了解相关产品特
性； 
6.有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工作积极主动，
沟通能力较强，具备优秀的沟通、产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责任心强；
7.对智慧城市、物联网技术相关经验者优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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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经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有公文处理、新闻写作、法律法规、会议管理等。具备
TCP/IP网络技术基础知识；
2.具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基础知
识；
3.对信息化需求有较深的理解，熟悉ICT领域相关产品及技
术趋势；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
软件；
4.具备信息化项目售前支撑能力，含客户需求收集及整理；
5.解决方案编写、方案宣讲、商务方案编写等能力；
6.具有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化项目管理能力 ，熟悉项目建设及
售后运维；
7.沟通协调能力较强，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主动学习能力
强；
8.具有平台的培训能力，有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工作积极主动，沟通能力较强，具备优秀的沟通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3

8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产品部综合支撑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公文写作与处理，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2.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3.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有较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有人力资源管理经
验优先。

1

87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TCP/IP网络技术基础知识；
2.具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基础知
识。对信息系统集成类项目有较深的理解 ，熟悉ICT领域相
关产品及技术趋势。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
Office办公软件；
3.具备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能力，含客户需求收集及整理、
解决方案编写、方案宣讲、商务方案编写等能力；
4.具有信息系统集成类项目管理能力 ，熟悉项目建设及售后
运维；
5.具有IP网络或云计算等相关专业培训证书
6.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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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产品支持工程师 大学专科及以上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1.熟悉网络基础知识，包括网络组网、故障处理，熟悉IP监
控网络基础知识、常见故障处理等;
2.熟悉视频监控、安防报警、门禁、道闸等安防系统工程;
3.熟悉弱电工程的施工规范，具有一定的弱电产品安装、调
试经验；
4.为人诚实，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持有C1驾照或自有车
辆者优先。

1

8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国家和政府招标采购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 ，合同
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
2.熟悉各类招标采购法律法规规范和流程 ，能独立高效地组
织和实施各类招标采购工作，建立健全供应链体系。

2

9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物资管理（库管）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物资仓储管理、财务等基础知识；
2.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3.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有较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

1

9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综合秘书兼法务管

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公文写作与处理，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2.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3.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有较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

1

92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党群纪检兼安全管

理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公文写作与处理，党建等基础知识；
2.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Office办公软件；
3.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有较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

1

93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城市智慧之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备人力资源管理、公文写作与处理、心理学相关知识以
及劳动用工相关法律法规知识；2.能独立高效开展人力资源
管理各模块工作，为公司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和保障，妥善处
理薪酬、绩效、用工等问题，创造积极向上、正向激励的良
好氛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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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市场部专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50岁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有国企工作经历，能独立完成营销、管理、文案撰写工
作；
4.负责公司业务的信息管理，实施推广和业务拓展；
5.把握市场有关于公司业务的环境动态 、需求变化做出市场
预测、分析和规划；
6.制定及实施市场推广活动和公关活动 ；
7.能独立完成广告销售任务，执行公司销售。

2

95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市场部营销编辑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5岁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具有新媒体工作者优先；会摄影、会PS、善长文案策划。

1

9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政府事业部副总监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40岁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负责完成行业拓展，完成部门目标任务；有市场分析与管
理能力；
4.推进与客户的战略合作和行业应用拓展合作 ；
5.建立和维系与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金融机构、上级主管
部门的良好关系；
6.负责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和重点产品的推广 ；
7.有获取各类优势资源者优先。

1

97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政府事业部专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40岁以下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普通话标准，善于沟通，能熟练使用办公室软件；
4.负责完成行业拓展；
5.建立和维系与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金融机构、上级主管
部门的良好关系，以获取各类优势资源；
6.负责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和重点产品的推广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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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部总监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40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对新媒体产品有深刻认识，从事新媒体及平台运维相关工
作2-3年以上，具有编程经验熟悉C++,node.js,css  ，有小
程序开发经验为佳，技术敏感，研究新技术，熟悉主流的软
件开发技术及数据库技术，能准确把握产品的技术发展方
向；
4.对区块链有一定研究；
5.需要一定美术功底，可熟练使用各种设计软件，具有一定
的组织协调能力及团队管理能力，有管理经验的为佳，主要
负责市民通的技术对接及产品规划，并及时处理解决各种问
题。

1

9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专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5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能运用CAD制图进行较复杂的图形绘制；
4.有Java基础编程能力，可独立部署RA数字证书系统。

2

10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结算中心专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35岁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熟练使用Office 办公软件及相关财务软件；
4.学习能力强，工作热情高，沟通能力强，具有独立完成会
计结算的能力。

2

10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共保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后勤 不限 不限

1.35岁以下，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善于会务，接待工作，持有计算机等级证书一级及以上，
有行政、企业管理、客户服务、档案管理、活动策划等具体
相关工作经历优先。

1

102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共保科技有限公司 政府事业部专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5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普通话标准，善于沟通，能熟练使用办公室软件。负责完
成行业拓展；
4.建立和维系与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金融机构、上级主管
部门的良好关系，以获取各类优势资源；
5.负责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和重点产品的推广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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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共保科技有限公司 结算中心主管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5岁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持有会计初级职称；熟练使用Office 办公软件及相关财
务软件；
4.学习能力强，工作热情高，沟通能力强，具有独立完成会
计结算的能力。

1

104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共保科技有限公司 结算中心专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40岁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2.持机动车C照、可适应长期出差、加班者优先；
3.熟练使用Office 办公软件及相关财务软件；
4.学习能力强，工作热情高，沟通能力强，具有独立完成会
计结算的能力。

2

105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综合部文秘 大学本科及以上

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
专业

1.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
2.熟练运用office等办公软件；
3.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
5.形象气质佳，具有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力；
6.具有新媒体运营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1

106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金库运营部档案中
心管理

大学本科及以上
档案管理、文秘、行政

管理等相关专业

1.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
2.熟练运用office等办公软件；
3.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
4.形象气质佳，具有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力；
5.熟悉档案管理和档案软件的操作；
6.具有档案管理或金融服务外包工作经验优先 。

1

107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安全技术防范部资
料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

专业

1.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
2.熟练运用office等办公软件；
3.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具备施工看图能力、懂施工流程；
5.具有安全技术防范工作经验、具备会计技能优先。

1

108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出纳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务会计专业

1.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
2.熟练运用office等办公软件及财务软件；
3.5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
4.熟练运用并掌握财务核算、财务分析。
5.严格遵守会计制度及企业规章制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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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

司
交付工程师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

1、熟悉大型信息系统建设的相关标准及要求 ，有雪亮工
程，平安城市经验
2、具备网络、存储等专业基础知识，具备系统调试能力
3、熟悉主流操作系统、数据库
4、具备质量管理意识
5、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6、3年以上大型信息系统集成相关工作经验 ，具备1000万以
上相关项目管理案例

2

110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

司
网络安全工程师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

1、计算机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2、精通1种以上主流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Linux）、
APP和Web网站渗透测试技术、攻击方法、手工检测及防御方
法，能够挖掘常见漏洞
3、熟悉TCP/IP 协议，熟悉常见攻击手段原理和检测办法、
熟悉信息存储和传输安全、熟悉数据包结构
4、了解端口和服务漏洞扫描、程序漏洞分析检测、权限管
理、入侵和攻击分析追踪、网络渗透、病毒木马防范等网络
安全技术
5、熟悉市场主流网络安全设备（防火墙、应用防火墙、入
侵防御、入侵检测等设备和系统），熟悉渗透测试工具、漏
洞扫描工具、方法、过程等
6、深入了解防火墙、IDS/IPS、VPN、蜜罐、加密和认证等
安全措施的原理，并掌握主流产品的使用配置方法
7、具有相关安全认证者优先，参加过国内外攻防比赛者优
先
8、具有良好的独立分析解决问题、并形成解决方案文档的
能力
9、具有很好的学习和领悟能力,工作积极主导,做事细致认
真,有耐心,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2

111
德阳城市经营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德阳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

司
售前工程师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

1、统招大学本科及以上，工科专业背景，8年以上IT行业从
业经验，5年以上智慧城市领域售前咨询经验；
2、具备综合型智慧城市项目售前阶段负责人经验 ，具备数
据中心、云平台建设方案设计经验；
3、对政务数据利用或基于云的解决方案架构有深刻理解 ；
4、对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有深入了解，对物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技术有一定了解；
5、具备卓越的客户侧需求牵引与分析能力 ，协调产品线、
合作伙伴完成任务，整合复杂方案能力；
6、对2个及以上的行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系统的认识 ：智
慧应急、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政务、社会治理、平安
城市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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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交通集团本部 行政文员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年及以上行政文秘工作经验；
2.具有3年及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办公室工
作经验者优先。

1

113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交通集团本部 薪酬绩效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1.3年及以上薪酬绩效相关工作经验；
2.具有3年以上国有企业薪酬绩效工作经验者优先 。

1

114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交通集团本部 纪检监察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须为中共党员，五年以上纪检监察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纪
检工作，具备公文写作能力；
2.有3年及以上党政机关或国企纪检工作经历者优先 。

1

115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智慧停车服务有

限公司
技术运维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应用技术等相关专

业；

1.3年以上计算机运维相关工作经验或“数智”工程技术专
业工作满3年；
2.有初级信息处理技术员职业资格证；
3.熟悉CentOS7、linux服务器及其软件、数据库部署经验者
优先。

1

116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智慧停车服务有

限公司
人事劳资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
理等相关专业；

1.3年及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2.熟悉绩效管理、培训管理，薪酬核算、持有人力资源管理
师职业资格证书。

1

117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公路机械化工程公

司
质安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相关专业

1.3年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经验 ，熟悉工程质量安
全行业规范及法规，具有独立完成质量安全现场管理及资料
的能力；
2.持有二建及以上证书或中级职称，并同时持有试验检测证
书（证书专业仅限于：水利/机电/市政/房建/公路）；
3.具有5年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经验者或具有高级
职称或一建执业资格优先；
4.具有7年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经验者学历可放宽
至大专；具有高级职称或一建执业资格优先。
5.执业证多或多专业或有水利、住建、交通主管部门质量监
督或施工国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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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公路机械化工程公

司
材料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工程类相关专业

1.五年以上材料管理工作经验，熟悉建筑材料类别及参数，
具有按施工图计划、统计及管理能力；
2.持有二建及以上证书（证书专业仅限于：水利/机电/市政
/房建/公路）。
3.执业证多或有施工国企工作经历者优先 。

1

119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总监 大学专科及以上 营销专业

从事广告销售工作5年及以上，销售经验丰富，有一定固定
资源。

1

120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设计总监 大学专科及以上 广告设计 从事广告设计工作5年及以上，熟练掌握各种广告软件。 1

121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出纳 大学专科及以上 会计或相关专业 从事财务工作3年及以上，持有初级会计证。 1

122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车辆技术管理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对汽车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熟悉
操作电脑，持有c1驾照，有汽车维修经验的优先考虑。

1

123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汽修专业

1.具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熟悉操作电脑；
2.持有c1驾照。

2

124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汽车维修员 高中及以上 不限

1.有3年以上的汽车电器、钣金、油漆维修经验；
2.35岁以下。

9

125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车辆保险年审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

1.具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熟悉操作电脑；
2.持有c1驾照。

1

126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营销专业 从事广告销售工作3年及以上 2

127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矿业有限公司 市场发展部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5年及以上市场营销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强，具有独立开拓
市场能力，有2年及以上企业中层干部或以上任职经历 。

1

128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矿业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部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从事专职安全管理工作3年及以上；具有2年及以上企业中
层干部及以上任职经历。
2.具有5年及以上专职安全管理工作经验者，学历可放宽至
非大学本科及以上；具有安全管理相关职称或执业资格者优
先。
3.具有7年及以上专职安全管理工作经验，同时具有安全管
理相关职称或执业资格者学历可放宽至大专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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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矿业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5年及以上市场营销工作经验。 1

130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矿业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矿产相关专业 3年及以上业务拓展工作经验。 1

131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矿业有限公司 会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金融、投融资等
相关专业

3年及以上会计工作经验，持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证书。 1

132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禾顺矿业有限公司 财务分析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金融、投融资等
相关专业

3年及以上财务分析工作经验，持有财务类中级职称及以上
。

1

133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建投建材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类相关专业

1.5年及以上财会从业经验，熟悉税务、成本核算、掌握财
务全流程，具备财务分析能力；                              
2.2年及以上企业中层干部或以上任职经历 。具有中级及以
上会计职称；
3.具有注册会计职业资格者优先。

1

134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建投建材有限公司 会计         大学本科及以上 财会类相关专业

1.3年及以上会计工作经验，具有工业会计经验，持有初级
会计师或以上证书；
2.熟悉国家财经法规、企业财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具有
较强的财务管理知识和财务分析能力 ，熟悉税法等相关专业
知识，熟悉使用相关财务软件和办公软件；
3.具有5年及以上会计工作经验者学历可放宽至非大学本科
及以上，同时具有中级会计职称者优先；
4.具有7年及以上会计工作经验者、同时具有中级会计职称
者学历可放宽至大专。

1

135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建投建材有限公司 综合文秘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中共党员，3年及以上法律、审计、纪检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公文写作能力；
2.具有3年及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法律、审
计、纪检工作经验者优先。

1

136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建投建材有限公司 党务纪检法审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行政、马
列、法律、哲学、管理

类相关专业

1.中共党员，3年及以上党建工作经验，具有公文写作能
力；
2.具有3年及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党建工作
经验者优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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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德阳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建投建材有限公司 市场调研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项目判断能力能把握市场机会，预知风险和控制风险；熟悉
项目投资的相关流程；具有丰富的投资知识和实操经验；
2.具有3年及以上的金融、经济、投资等相关工作经验；
3..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分析判断能力 ，能撰写出高质量
的报告和方案；                                         
4.从事风控、审计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

138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文旅集团综合管理部 副部长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人力资源管理、
行政、工商管理、社会
学等类相关专业优先

1.10年以上工作经验，曾经从事并负责综合行政、人力资源
管理、宣传策划、会议策划、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
2.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和沟通协作能
力；文笔较好，参与过公司重要制度和流程的搭建与实施 。
在国有企业中有任职经验者优先。

1

139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文旅集团规划发展部 规划发展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管理类、经济类、财务
类专业

1.有项目投资分析能力和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编写经验。
2.具有优秀的组织沟通能力和强烈的服务意识 ，抗压能力
强；
3.具有3年以上规划发展经验，参与过文旅体育健康产业重
大项目者优先。

1

140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文旅集团市场运营部 投资管理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经管类、财务类专业均
可

1.具有优秀的组织沟通能力和强烈的服务意识 ，抗压能力强
。
2.具有一定的财务管理专业知识，掌握基本的财务管理常识
。
3.耐心细致，善于沟通协调，具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
4.有文旅项目策划或者投资管理经验者优先 。

1

141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产投医药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汉语、文学、文
秘、人力资源类相关专

业优先

1.从事1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擅长薪酬、考核和人事
管理，能独立开展相关工作。
2.工作认真负责，专注细致，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善于沟
通和协调，抗压能力强。
有综合行政、公文写作、宣传策划、会议安排、档案管理等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

142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产投医药有限公司 复核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医疗相关专业优
先

1.抗压能力强，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
2.能熟悉使用办公软件。
有医药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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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产投医药有限公司 会计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会计、财务管理、税务
、审计

1.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2.具备财务核算、资金管理、财报编制分析、税务筹划和管
理等工作经验。
3.财务工作经验丰富者优先，具备会计相关职称者优先。

1

144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产投医药有限公司 业务岗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限，商贸、金融相关
专业优先

1.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强，具有一定抗压能力。
2.善于沟通和协作，能熟练使用常规的办公软件。
3.有贸易相关从业经验和金融企业风控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

1

145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
市场专员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不限

1.3年以上投资、市场开发、策划等相关经验。
2.善于沟通和协调，具有较好的书面表达能力。
3.管理类、经济类、财务类专业毕业者优先。

1

146
德阳文旅大健康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文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出纳 大学专科及以上

会计、财务管理、税务
、审计

1.工作认真负责，抗压能力强。
2.2年及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财
务管理类）。

1

147
德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国信亿能贸易有限公

司
市场部专员 大学专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统计学、财
会类专业、金融类、管

理类

性格开朗，具有较强沟通、协调能力，定期完成量化的工作
要求，并能独立处理和解决所负责的任务，有销售和管理经
验者优先。能接受长期出差。

1

148
德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德阳市兴德能源有限公司 技术部 大学专科及以上 统计学、电气自动化

从事电力、新能源相关行业3年以上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的
组织、沟通、协调能力。

1



附件 2

德阳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招聘报名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照片
拟报单位及岗位

性 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住 址

最高学历 联系电话

全日制毕业

学校及专业

非全日制毕业 学校

及专业

职称、职业资格等级

及取得时间

主要学习

工作经历

何时何单位学习/任职

（注：学习经历从最高全日制学历开始填写）

受表彰奖

励情况

是否服从调配 是□ 否□

填写说明：

1. 报名人员应如实填写本表；2.报名人员故意隐瞒本人的有关情况，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的，取消报名及

聘用资格，由此带来的后果自行承担；3.附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荣誉证书

等扫描件。

报名人员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