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2022年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第二批）
（如有就职意向请直接联系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简介

岗位 人数

生产技
术员及
选矿工
程师

1

2

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由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包钢股份）、金石资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石资源）、龙大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大食品）和浙
内蒙古包钢
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金石选矿有
简称永和制冷）四家股东共同出
限责任公司
资组建的合资公司，于2021年4月
2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亿万元
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萤石矿
及其他非金属矿，铁及其他金属
矿、铜及其他有色金属矿的投资 化验员
和技术开发。

内蒙古白云中浩新能源有限
公司致力于扎根白云，服务白
内蒙古白云 云，主要业务是满足白云矿区工
中浩新能源 业、民用锅炉煤改气、车辆油改
有限公司 气和居民生活用气需求，铺设管
线及配套设施，并设立LNG、CNG
加气站及储配站。

安全员

20

20

1

招聘引才要求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能力及其他要求

1、年龄28周岁以下，
男女不限；2、工作细
全日制大
选矿、矿物加工 致认真、思维敏捷；3
专及以上
等相关专业 、为人诚恳踏实，吃
学历
苦耐劳，具有实干和
进取精神。

相关待遇

联系方式

1、正式录用后缴纳五险一
金，与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享有相关福利待遇；2
、公司提供教育培训机
会，提供个人充足成长空
间；3、提供生日福利、劳
动安全卫生保护福利、餐
补、通勤班车、员工宿舍
等福利，创造良好的企业
文化氛围。

秦国栋
15560825151
1、正式录用后缴纳五险一 bgqingd@126.com
金，与公司签订劳动合
1、年龄28周岁以下，
同，享有相关福利待遇；2
原则上男性为主；2、
、公司提供教育培训机
全日制大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
化学分析等相关
会，提供个人充足成长空
专及以上
质，为人踏实、肯
专业
间；3、提供生日福利、劳
学历
干，业务上积极上
动安全卫生保护福利、餐
进，工作上具有不断
补、通勤班车、员工宿舍
进取的精神。
等福利，创造良好的企业
文化氛围。

从事安全管理相
专科及以 安全管理相关专
关专业3年以上，具备
上
业知识
项目管理经验。

薪资2000元以上。

中浩燃气
8321133
byzhxny@zhonghao
gas.com

3

康师傅主营业务有饮品、方
便面、百事饮品及方便食品，总
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康师傅大楼
。公司自创立至今有11.2万名员
工，康师傅饮品事业产品有冰红
包头顶津食 茶、绿茶、奶茶、咖啡、矿泉水 设备工
品有限公司 等饮品，2011年成立康饮事业包
程师
头供应链部，占地347亩，总投资
7亿多元，公司正式签约员工300
余人。作为快消品行业领导品
牌，经过多年深耕与积累，深受
消费者喜爱与支持。

4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7年，2011年在创
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0239。公
司属生物科技行业，符合国家健
康产业规划发展方向，是国家鼓
包头东宝生
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主营产
物技术股份
品“金鹿”牌明胶、“圆素”牌
有限公司
胶原蛋白及“白云”牌骨源磷酸
氢钙。近年来，公司开拓创新、
狠抓企业发展关键要素，取得了
良好的经营效果，主营产品产销
量均有较大增长。

操作工

20

30

大专

大专及以
上

机械、电气、自
有学生会、社团
7险1金，薪资6000动化等专业 组织经验优先。
7500元。

不限

1、良好的沟通能力，
身体素质较好；2、能
够接受倒班工作制。

郭建新
15147270720
11018472@masterk
ong.com.cn

郑女士
0472-6208633
hr@dongbaoshengw
u.com

5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11年6月，拥
有3家子公司、2家分公司（昆山
研发中心、深圳分公司）及5个办
事处。公司以“诚信、高效、创
新、共赢”的经营理念，以十年
磨一剑的“工匠”精神专注于稀
土磁性材料应用器件的研发、设 生产技
术员
计、生产和销售，着力打造稀土
磁性材料应用领域引领者的企业
形象，现有职工1500人。
经历了十年时间的市场竞争
洗礼，公司已发展成为较具规模
的生产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商
标，获得了质量、环境、职业健
包头市英思
康、国军标、知识产权管理等体
特稀磁新材
系认证。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高
料股份有限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公司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首台套首批新材
料企业等荣誉。
公司主导产品主要应用于3C
类电子产品中，是产业链下游应
CNC技
用产品，产品属于细分领域3254
术员
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自主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公司已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77项，发明专利
17项，全部应用到产品生产各环
节。目前已是华为、联想、微软
、富士康等企业的稀土磁性材料
应用器件的主要供应商。

6

大专及以
上

机械类专业

孙娜
15354526875
hrzhaopin@instma
gnets.com

1

大专及以
数控技术与应用
上

6

7

包头品高永磁材料有限公司
是原北京密云区北京品高基业永
磁科技有限公司经包头招商引资
发展过来的一家以主营磁性材料
、金属材料的生产、销售；应用
产品的研发、技术推广及销售；
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的高
技术企业。包头品高永才材料有
包头品高永
限公司于2016年由包头招商引资
磁材料有限
在包头成立，位于包头市稀土开
公司
发区稀土应用产业园稀土大街868号，公司产品应用于汽车、能
源、工业自动化、医疗、电声等
领域。多年来始终服务于苹果、
三星、奔驰、奥迪、先锋、奥蒂
斯等一系列优秀的国际著名公
司，并因此将我们的产品应用到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内蒙古博易鑫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风机设备维修、技
术咨询、电子产品技术开发及服
务的高科技公司，技术实力雄
厚，核心团队成员从事风电研发
、技术服务行业多年。公司拥有
内蒙古博易 包括风光互补发电系统远程数据
鑫科技有限 智能控制系统、风光互补发电设
公司
备智能检测分析系统等十余项知
识产权。为客户提供风机检修服
务、风机定制化技改服务，风电
场代维服务，保障机组的健康稳
定运行；同时在备件供应与维修
、机组检测等方面为客户提供最
具价值专业服务。

品质部
助理

1

大专及以
上

专业不限

实习期3600；转正
3800-4500元；转正上五
应往届毕业生均
险，正常班。单位有食
可，工作认真仔细。
堂，免费提供住宿，假日
福利，带薪休假。
赵女士
18247234985

普工

风电运
维人员

销售助
理

实习期3600-4000元/
月；实习期1个月，转正按
应往届毕业生均
产量或者个人计件大约
可，工作认真仔细，
4500-7500元左右；单位有
可适应倒班。
食堂，免费提供住宿，假
日福利，带薪休假。

15

大专及以
上

10

固定综合收入60008000元。五险，每年企业
风力发电、新能
都有级别考试，级别越
大专及以
特种作业证（高
源、电力电气相
高，工资越高；另有餐
上
处作业）。
关专业
补，体检补贴、高温低温
补贴、话费补贴等。项目
期间提供住宿费路费。

5

专业不限

固定综合收入6000风力发电、新能
大专及以
接受短期出差、 10000元。五险，餐补，体
源、电力电气相
上
驾驶证。
检补贴、高温低温补贴、
关专业
话费补贴等。

朱一琦
18747268222
zhuyiqi@seriaton
.com

8

内蒙古正艺达品牌策略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集策
划、设计、制作、研究、培训、
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品牌策略公
司。公司主要从事展览展示、标
识标牌、城市雕塑、创意设计策
划、装饰工程及活动策划等业务
。公司注册资本为3500万元，办
内蒙古正艺 公占地面积4290平米。2018年成
达品牌策略 为中国铁路广告协会会员单位，
有限公司 2019年先后荣获由全国科技部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和由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颁发的《“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证书》。
2020年正艺达文创众创空间被评
为自治区级众创空间，获得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颁发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景观设
计师

展厅设
计师

广告平
面设计

3

风景园林设计、
城市规划设计、
大专以上 景观设计、环艺
设计相关专业毕
业

具有优秀的创意
能力和良好的手绘能
力；能独立完成方案
及扩初设计，参与公
共景区、住宅区、公
园等项目的景观方案
设计等;熟练使
Autocad，Photoshop
、Skup、CAD、Lumion
等相关软件;具有较强
的团队合作能力。有
较强的方案模型深化
设计能力及节点、小
品设计和深化能力。

3

3DMAX、效果图设
视觉、展示、建 计、展览设计、展厅
大专以上 筑、环艺、工业 设计、能够熟练使用
等相关设计专业 3DMAX、photoshop、
AUTOCAD等相关软件。

4

视觉传达、艺术
会熟练的运用PS
大专以上 设计等相关专业
、AI、CR等软件。
毕业

五险一金，饭补，通
讯补助，交通补助。

郭莹
15847267145
743787277@qq.com

9

包头中科稀土再生科技有限
公司于2019年3月，由包头中科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自然人满来等
合作成立。企业注册资本1000万
元，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稀土开发
区规划路8-15号。
包头中科稀土再生科技有限 生产设
包头中科稀
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 备操作
土再生科技
发中心牵头成立的以稀土产业相
工/生
有限公司
关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为目的的 产普工
新兴科技型企业。公司开展中重
稀土金属的制备属内蒙古自治区
及包头市稀土行业当中的重点领
域，受到了自治区、包头市及高
新区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关
注及支持。
财务

10

内蒙古好德亨食品限公司创
建于2016年，坐落在被誉称“草
原钢城”“稀土之都”的包头市
绿色食品加工园区。注册资本300 电商运
营
万，占地30亩，截止2019年公司
在职员工人数达到200个 ，其中
内蒙古好德
大专以上学历人30人，2018年正
亨食品有限
式投产运行，是九原绿色食品加
公司
工产业园第一家投产企业。如今
更是引进三条天然气烤炉，这是
国外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属于 生产经
理
全国领先水平，每日可加工饼干
40吨。使用纯牛奶和面，采用二
次发酵，不放任何香精香料。生
产优质饼干，远销全国各地。
内勤

10

1、5000元-10000元；
段女士
机械类相关专业
2、五险、管吃管住；
0472-5886218
、材料类相关专
吃苦耐劳、踏实
大专以上
3、节假日福利、年底奖金 bzrr5886218@163.
业、化工类相关 稳重。
。
com
专业

2

大专及以
上

5

大专及以
上

财会类专业

电商类

吃苦耐劳、工作
认真负责，有责任心
、有无工作经验者皆
可。
面议、待遇从优。

2

工作认真负责，
大专及以 从事食品生产企
完成领导交待的其他
上
业管理
事情。

2

大专及以 文秘、行政管理
有相关管理经验
上
、人力资源管理 者优先。

谢安艳/朱慧敏
18686165180/1504
724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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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顺宏实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6年12月1日，主要以种植养
殖、研发、生产加工、线上线下
销售、绿色产业、订单农业为主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九九吾品牌
的“互联网+新零售”。是九九吾
内蒙古顺宏 模式的核心，是以互联网为依
实业有限公 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UI设计
司
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
、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进
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园，是九
九吾29大类上万种优质生活刚需
产品销售的终端，是打造民族的
品牌、世界的品质、去掉中间商
环节直接让利于消费者的途径。

5

100

大专及以
上

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9年，坐落在内蒙古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新型工业园区
内蒙古豪安
内，总投资25亿元建设10GW太阳 设备维
能源科技有
能级高效单晶硅棒项目，项目建 修学员
限公司
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
上交国家利税1.8亿元，解决就业
1500人。

60

机电一体化
3500-4000元，包吃
大专及以
有责任心，服从
电气自动化等相
住，五险，节假日福利，
上
工作安排。
关专业
转正4000-10000元。

质检员

20

大专及以
上

拉晶学
员

12

1、线上线下UI灵感设
计；2、企业的VIS设
设计相关专业
计； 3、会产品包装
的设计。

大专及以
上

不限

不限

3000元-4000元，
提供午饭，有五险。

高佳
18847213453

3000-4000元，包吃
有责任心，服从
住，五险，节假日福利，
工作安排。
转正5000-12000元。

有相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

薪资3000-5000元。

戴宇红
18147371989
4146956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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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玖环门业有限公司,位
于内蒙古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中高端医疗门、防火门、防
盗门、防爆门、洁净门、工业厂
房门及其它特种门的生产加工型
企业。
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占
地面积25000平方米，拥有标准化
生产车间15000平方米；公司拥有
员工200余人；具有年产各种防盗
门3万樘、防火门10万樘、医用教
育专用门5万樘的生产能力。
防火门产品具有应急管理部
包头市玖环
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的认证证
门业有限公
书，医用门具有中国科学院理化
司
技术研究所抗菌材料检测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
与核安全医学所及相关专业检测
部门的合格检测报告。
公司总结二十余年的生产经
验，结合现代先进的生产设备，
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持
续完善产品功能，强化质量管
理，坚持“诚信、优质、创新、
共赢”的经营理念，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优秀
的员工队伍为基础，用高质量的
产品及专业的服务与用户携手共
赢。

技术

销售

2

2

1、熟练各种办公软
件；
2、具有CAD、机械设
计等相关经验者优
先；
计算机专业/机 3、团队协作意识强，
专科以上
环境好、技术培训、
械设计/电气自 对吃苦耐劳，保密意
学历
交通方便、餐补。
动化专业
识强；
4、配合各部门交于的
相关工作；
5、男性，30岁以下；
6、会开车，具有C1车
本。

专科以上
学历

营销专业

1、负责公司产品的市
场渠道开拓与销售工
作；
2、积极完成公司指定
的销售指标，扩大市
场占有率；
3、与客户建立良好的
沟通，实施把握客户
需求；
4、具有门厂经验者优
先；
5、给客户报价、签订
合同等事宜；
6、男性，30岁以下；
7、有驾照，可出差、
可外派。

李云利
18847252923
jhmy1789@163.com

技术培训、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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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千山重工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2年，坐落于内蒙古包头
市昆区金属深加工园区，是集设
计、研发、生产于一体的机械制
造企业，主要产品有机械式立体
停车设备和工程机械、建筑机
械，环保与轻工机械、石油化工
机械、军工装备等行业的机械加
工。企业占地82.4亩，建筑面积
20000多平方米，有二十多台高精
度数控加工设备及六十多台普通
机床设备，拥有一支专业从事高
、精、尖机械加工、电器维修维
护及生产制造电机、变压器、搅
拌器等各种设备的专业团队。经
过多年的发展千山重工还培养了
内蒙古千山 一支出类拔萃的科研技术团队。
数控加
重工有限公 公司内设科研机构有：磁电应用
工
司
研究所和稀土磁性材料产学研应
用中心两个机构。其中稀土磁性
材料产学研应用中心为内蒙古自
治区磁学与磁性材料重点实验室
的下设机构。
公司以诚信为本，以科技为
先导，以共赢为合作之道，经过
多年的发展，公司通过良好的信
誉，踏实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客户
和合作伙伴的广泛赞誉。近年
来，公司事业发展快速而有序，
在机械精加工、电机制造维修、
变压器制造维修、磁电技术应用
、新能源等方面得以飞跃发展，
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千山
重工定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

3

大专以上

机械相关专业

会CAD制图等软
件，动手能力强。

王国慧
13015066216
节假日福利、上五险、管
wgh952624470_201
食宿、法定节假日等。
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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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7年8月，注册资本28
亿，是中国500强企业——(通威
股份:股票编码600438)旗下永祥
股份在包头投资设立的子公司，
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金属深加工
园区内。
公司拥有国内一流技术专家
和化工新能源管理团队,专业从事
高纯晶硅（多晶硅、单晶硅、电
子级多晶硅）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及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
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和技术咨
内蒙古通威 询的高科技型企业。致力于发展
巡检、
高纯晶硅有 清洁能源，打造高纯晶硅及光伏
主控
限公司 产业的行业标杆。2020年获得自
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
“企业技术中心”和自治区“ 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2021年获得
自治区“绿色工厂”称号。
公司二期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于2021年启动建设，在一期成功
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公司
自主研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第六代永祥法”及“反应精馏法
”核心工艺技术，更具有“高、
精、新”特点，建成投产后，进
一步巩固晶硅行业龙头地位。

内蒙古金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内蒙古金达 限公司系东风日产在包头市及内
汽车销售服 蒙古西部地区设立的整车销售、
务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零部件供应、信息反
馈为一体的4S专营店。

销售顾
问

84

1

大专

大专以上

化学工程与工艺
、应用化工技术
、材料化学、工
业分析、冶金技
术、煤化工自动
化生产、清洁能
源生产与技术、
化学工艺等化工
类专业，其他工
科类专业优秀者
也可考虑。

薪资5000元。

形象好，语言表
达能力强，踏实稳
实习期工资面议，公
定，有驾照，熟悉办 司提供培训，五险。
公软件。

张琳
15540219688
zp@yongx.net

李经理
13474980580
45854701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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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蒙特公司”）是新
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而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又是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是专业从事新能源开发运营
、硅基新材料生产研制等的高新
技术企业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1799.HK。
蒙特公司是2021年2月9日在包头
市土默特右旗注册成立，以高纯
多晶硅及相关高端硅基材料的生
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为主
营业务的科技公司，注册资本金
内蒙古新特
已达35亿元人民币。其是特变电
硅材料有限
工新特能源年产 20 万吨高纯多
公司
晶硅项目的主办单位。项目总投
资170亿元，分二期建设，一期10
万吨项目已开始建设，计划2022
年建成投产，二期10万吨项目正
在设计中。两期项目全部建成
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500亿元，
实现利税超100亿元，新增直接就
业岗位约3000个。“十四五”期
间，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围绕
包头市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
设，还将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等
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光伏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产业链和硅基材料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链。

化工生
产技术
岗

机电仪
技术岗

500

150

化学、化学工程
、应用化学、煤
化工生产技术、
专科及以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上
、化工装备、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
等相关专业

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自
专科及以 动化、机电一体
上
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等相
关专业

1、专科及以上毕业
生；
2、品行良好，学习成
绩优秀;
3、通过国家英语四级
、六级、计算机二级
优先考虑；
4、在校期间担任学生
干部、获奖学金或校
级先进、学生党员优
先；
5、工作地点：乌鲁木
齐、内蒙古。

1、专科及以上毕业
生；
2、品行良好，学习成
绩优秀;
3、本科及以上通过国
家英语四级、六级、
计算机二级优先考
虑；
4、在校期间担任学生
干部、获奖学金或校
级先进、学生党员优
先。
5、工作地点：乌鲁木
齐、内蒙古。

1、工资：
硕士：年薪11-20万
本科：年薪8-12万
专科：年薪7.2万
2、福利待遇
①取得毕业证后统一缴纳
“五险一金”;
②学费补偿、带薪年休假
、节日福利、餐费补贴、
中夜班补贴、生日补助、
高温补贴、话费补贴、免
费通勤车、员工公寓、公
司内夫妻房（双职工享
受）、员工食堂、青年联
谊、集体婚礼、免费运动
场所及活动中心;
③公司长期为员工提供学
历晋升教育平台。
1、工资：
硕士：年薪9-11万
本科：年薪8-10万
专科：年薪6.6万
2、福利待遇
①取得毕业证后统一缴纳
“五险一金”;
②带薪年休假、节日福利
、餐费补贴、中夜班补贴
、生日补助、高温补贴、
话费补贴、免费通勤车、
员工公寓、公司内夫妻房
（双职工享受）、员工食
堂、青年联谊、集体婚礼
、免费运动场所及活动中
心;
③公司长期为员工提供学
历晋升教育平台。

仲盼
16662727991
mtnyhr@xinteener
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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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辉腾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金
145,000万元，主要从事清洁能源
内蒙古辉腾 行业。公司目前在建年产60万吨
能源化工有 煤制乙二醇项目，项目总投资
限公司 889500万元。经过两年多的建
设，目前已完成土建工程，设备
已安装就位，即将进入调试阶段
。

电气装
置区实
习

20

专科及以
上学历

对口专业优先

在校担任班干部
优先。

面议。

动力装
置区实
习

20

专科及以
上学历

对口专业优先

在校担任班干部
优先。

面议。

净化装
置区实
习

20

专科及以
上学历

对口专业优先

在校担任班干部
优先。

面议。

LNG装
置区实
习

20

专科及以
上学历

对口专业优先

在校担任班干部
优先。

面议。

甲烷化
装置区
实习

20

专科及以
上学历

对口专业优先

在校担任班干部
优先。

面议。

“包头昊天工业装备有限公
司”座落于“包头装备制造项目
区”,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是内蒙
古自治区唯一一家，从汽车曲轴 机床操
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
作工
——渗氮处理的最完善的曲轴加
工生产线项目。公司为了打造完
包头昊天工 美品牌，选用了国内、外最先进
业装备有限 的专用机床及设备，构建了2条先
公司
进的曲轴专业加工生产线。主要
用于斯太尔、红岩、北方奔驰等
重型载重汽车和亚星客车、金龙
客车等多种车型，是我国西部地 检验员
区唯一一家曲轴精加工企业，已
通过IATF16949质量体系认证。

10

中专、大
专
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 数控技术
、数控设备应用
与维护、机电一
体化

5

中专、大
专

薪资：4000元-5000元；岗
位工资+计件工资+全勤+工
要求男性，责任
龄，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后
心强。
缴纳五险；公司免费提供
住宿。

薪资：4000元-5000元；岗
位工资+计件工资+全勤+工
要求男性，责任
龄，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后
心强。
缴纳五险；公司免费提供
住宿。

马欣
15849285208
1305176244@qq.co
m

高丹丹
15354978589
bthaotian@126.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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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以现
代高新技术生产轻量化高端合金
铝新材料及深加工产品的企业；
是集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市场
销售于一体的绿色、高端、低碳
科技型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新
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和光伏发电
等绿色新能源领域。
公司采用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各种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各类
微科（内蒙
高端专业人才，通过精细化管
古）新材料
控，科学化管理，以高标准向汽
科技有限责
车及其它新能源等领域的客户提
任公司
供优质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专业化、一站式服务，以实
际行动践行高质量发展。
公司致力于同包头市铝产业
、装备制造业及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等形成密切合作、协同发展
的新格局，推动包头市铝应用产
业生态建设提档升级，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铝精深加工产业智能、
绿色、低碳环保的一流标杆企业
。

设备维
修/操
作员

质检员

统计/
行政/
助理职
能类岗
位

300

1、具有良好的学习能
力及知识转化实操能
力；
机械类、材料与
五险、住宿、职工食
大专及以
2、具有良好的纪律
能源类、冶金类
堂、通勤车、节假日福利
上学历
性，踏实认真，有责
相关专业
、工资面谈。
任心；
3、具有良好的执行力
与团队协作能力。

80

1、具有良好的学习能
力及知识转化实操能
力；
机械类、材料与
五险、住宿、职工食
大专及以
2、具有良好的纪律
能源类、冶金类
堂、通勤车、节假日福利
上学历
性，踏实认真，有责
相关专业
、工资面谈。
任心；
3、具有良好的执行力
与团队协作能力。

50

1、具有良好的学习能
力及知识转化实操能
力；
五险、住宿、职工食
2、具有良好的纪律
堂、通勤车、节假日福利
性，踏实认真，有责
、工资面谈。
任心；
3、具有良好的执行力
与团队协作能力。

大专及以
上学历

专业不限

赵景贤
04725196928/18947249
926
wkxcl2021@163.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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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众在国内拥有十九家
生产基地以及五家合资公司。上
海汇众是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和
上海汽车等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授予“卓越
供应商奖”，被上海通用公司授
予“全球项目奖”。
包头汇众铝合金锻造有限公司是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
本6000万人民币，占地面积13万
平方米，现有员工150人，主要为
上海通用、上海大众等整车厂配
套汽车底盘的铸铝配件。同时投
包头汇众铝 入熔炼及铸造工艺设备，形成开
机电维
合金锻造有 发及批量试制、生产能力。
修技师
限公司
在此背景下，CPC差压铸造技
术在汽车行业得到的应用，并将
逐步替代传统的铝合金制造工艺
。因此包头汇众攻克技术难关，
在国内汽车同行率先成立了PQ46
车轮支架CPC差压铸造项目组，填
补了国内铝合金差压技术空白，
实现了汇众公司差压铸造领域零
的突破，为国内汽车底盘轻量化
做出一份贡献。包头汇众差压铸
造工艺，主要运用于铝合金车轮
支架铸造，目前正生产PQ46车轮
支架、MQB-B 车轮支架、SGM358
转向节等项目产品。

2

大专

1、熟悉生产线安装调
试及维护管理；
1、低压特种作 2、熟悉PLC编程，编
业证
程操作软件；
2、机电一体化 3、具备丰富的机电设
、电气自动化专 备维护经验，以及较
业
强的动手能力和理论
高度。

综合薪资7K-9K/月、
生日福利、季度奖金、半
年奖金、年底双薪、高温
补贴、生日贺金、节日福
利、免费工作餐、免费员
工体检、高温补贴、取暖
补贴、带薪年假、集团内
部购车优惠。

孙建慧
13847286620
sunjianhui@shac.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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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华智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是一家具
有省级CMA资质认定证书，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
责任的检测机构，能够保证客观 实验员
、公正、独立地从事检测活动,环
境监测业务及环保咨询、环保设
备开发与销售的现代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认证通过了环境检测、
辐射检测、公共卫生检测、职业
内蒙古华智 卫生检测、油气回收检测等五大
鼎环保科技 类共计461项检测能力认定证书。
有限公司 公司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在线比对验收、排污
申报等环保咨询的专业技术人员
。
公司现有5家独立的实验室，
资源配置齐全，检测设备高端
化，精尖化。
环境销
售工程
师

8

6

1、环境化学等相关专
业；2、有一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或优秀毕
业生;3、熟悉气相色
谱仪、原子吸收、原
子荧光、离子色谱等
仪器；4、熟悉化学分
析标准方法及常规仪
器；5、按照实验流
大专及以 食品、环境、化
程，跟进相关实验，
上
学等相关专业
对实验结果负责；6、
能够独立完成任务，
及时沟通存在问题；7
、认真如实填写原始
记录；8、拒绝不恰当
的干扰，维护实验数
据的真实性；9、可以
按照标准完成实验及
相应的数据处理。

1、六险一金；2、工作午
餐；3、租房补贴；4、节
假日福利；5、法定节假日
正常休；6、年终奖。

1、优秀毕业生，有环
保政府机关资源者优
先考虑，具有终端客
户开发经验；2、对环
大专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
境类检测项目有一定
环境、化学专业
上
了解或有潜在环境评
优先考虑
价或检测客户资源者
优先；3、有第三方检
测机构销售经验者优
先；4、可接受出差。

1、六险一金；2、工作午
餐；3、租房补贴；4、节
假日福利；5、法定节假日
正常休；6、年终奖。

曹女士
15174900916
8429456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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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华智鼎环保科技有限 检测报
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是一家具 告编制
有省级CMA资质认定证书，具有独 人员
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
责任的检测机构，能够保证客观
、公正、独立地从事检测活动,环
境监测业务及环保咨询、环保设
备开发与销售的现代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认证通过了环境检测、
内蒙古华智
辐射检测、公共卫生检测、职业
鼎环保科技
卫生检测、油气回收检测等五大
有限公司
类共计461项检测能力认定证书。
公司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在线比对验收、排污
申报等环保咨询的专业技术人员
。
公司现有5家独立的实验室，
技术负
资源配置齐全，检测设备高端
责人
化，精尖化。

5

5

1、熟悉产品标准、检
测方法标准、技术规
范及各项法律法规；2
、严格遵守质量手册
的规定，按要求编写
检验检测报告，合理
评价检验检测结果，
大专及以 环境化学等相关 对检验检测结果提出
上
专业
意见和解释；3、按时
完成报告编写任务，
确保检验检测报告内
容完整、数据理论正
确、版面规范；4、编
写验收报告、普通检
测报告、在线比对报
告。

1、六险一金；2、工作午
餐；3、租房补贴；4、节
假日福利；5、法定节假日
正常休；6、年终奖。

1、环境工程个、化学
、应用化学、环境监
测等相关专业毕业；2
、较强的责任心，工
作认真，踏实，肯吃
苦；3、了解现场采
样，熟悉先关采样技
术规范；4、熟悉环境
大专及以 环境化学等相关
检测、实验室检测或
上
专业
有报告审核工作经
验；5、有较好文字书
写及沟通能力，能熟
练使用office办公软
件进报表和文件的编
辑；6、有第三方检测
经验，报告审核经验
优先。

1、六险一金；2、工作午
餐；3、租房补贴；4、节
假日福利；5、法定节假日
正常休；6、年终奖。

曹女士
15174900916
8429456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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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华智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是一家具
有省级CMA资质认定证书，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
责任的检测机构，能够保证客观
、公正、独立地从事检测活动,环
境监测业务及环保咨询、环保设
备开发与销售的现代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认证通过了环境检测、
内蒙古华智
辐射检测、公共卫生检测、职业 采样人
鼎环保科技
卫生检测、油气回收检测等五大
员
有限公司
类共计461项检测能力认定证书。
公司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在线比对验收、排污
申报等环保咨询的专业技术人员
。
公司现有5家独立的实验室，
资源配置齐全，检测设备高端
化，精尖化。

5

1、负责环境监测领域
项目(如职业卫生、大
气、水质、土壤、噪
声、电磁辐射等)监测
与采样工作;
2、按照相关检测标准
与操作规程安全有效
的进行抽样与现场检
测，并对其质量负责;
3、负责提前准备采样
工具及设备;
4、依据标准要求和客
户要求实施采样、监
测，必要时做好与客
大专及以 环境化学等相关 户的良好沟通;
上
专业
5、负责样品的标识，
按标准要求做好样品
的保存及运输;认真、
如实填写现场原始记
录表，及时反馈质量
信息，按时送达实验
室，保证检测数据真
实、准确、有效;
6、负责现场仪器设备
的使用、维护和管理;
7、对所知悉的客户的
技术资料和商业机密
负有保密责任;
8、完成公司领导交办
的其他任务。

1、六险一金；2、工作午
曹女士
餐；3、租房补贴；4、节
15174900916
假日福利；5、法定节假日 842945625@qq.com
正常休；6、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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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与2009年在包头稀土
开发区注册成立，主要从事稀土
浮选药剂的研发、生产经营以及
浮选技术服务。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包钢的稀土选矿服务，多次受
到包钢集团、包钢稀土高新区、
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的嘉奖和
鼓励。
2013年末，随着包钢稀土氧
化矿上山，林峰公司搬迁至包头
市白云鄂博矿区黑脑包。
林峰公司自成立以来，建有
完整的选矿药剂合成实验室和选
矿实验室，可以进行稀土、铁和
内蒙古包钢
萤石等矿物的选矿工艺及药剂遴
稀土林峰科
化验员
选实验。
技有限公司
公司目前拥有年产8000吨稀
土选矿药剂和5000吨其他浮选药
剂的能力。无论市场占有率，还
是技术水平。林峰公司都是稀土
选矿领域的龙头老大。
公司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售
后技术服务，深受用户信赖，公
司的质量方针是：质量是企业的
生命，强化管理，不断创新，始
终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2009年
通过“GB/T19001-2008idt ISO
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多年来被包头市工商局授 予
“守合同重信用”荣誉称号。

2

大中专及
以上

化检验专业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试用期3000元，转正
后加绩效工资。管食宿。

王利平
18686175995
1307764297@qq.co
m

24

包头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是晶澳太阳能全球的第11个生
产基地，属于集团公司产业链的
操作工 1272
最前端，主要生产单晶硅方。项
目总投资30亿元，现有员工1400
余人。公司采用国内先进的单晶
炉及配套加工设备，引进培养了
一批行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目
前一期、二期项目已全部满产，
包头晶澳太 具备年产6GW单晶硅方的生产能力
有电工证。
阳能科技有 。2021年1-11月产值38亿元，纳 运行工 58 中专以上 电力等相关专业
限公司 税6000万元。三期项目总投资58
亿元，项目于2021年7月开工，
2022年陆续投产。建成后拉晶产
能达20GW，切片产能20GW，预计
产值120亿元，税收5亿元。
公司2019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
会设备维修基
维修、机电等相
企业”称号，2020年被评为国家 维修工 140
础，或者了解设备维
关专业
级绿色工厂。2021年被工信部认
修等相关专业知识。
定为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
件》的企业。

机修学
徒

25

包头市惠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1年3月10日。经过了
包头市惠众 半年的紧张筹备，公司完全按照
汽车服务有 一汽大众4S店标准建立起了集整
限公司 车销售、售后服务零配件供应、
信息反馈等功能于一体的包头地
区规模最大的一汽大众4S店。
销售顾
问

5

不限

五险一金、住宿补贴
、交通补贴、绩效奖金、
年底十三薪、免费工作餐
及住宿、通勤车、节假日
福利、带薪年休假。

张敬
15148044657
bt.zhangjing@jas
olar.com

学徒区间工资2500+
热爱汽修工作、
公司提供食宿、培训费公
踏实稳定。
司承担、五险。
连经理
13644836036
947540224@qq.com

5

大专以上

形象好，语言表
实习期工资1500+ 公
达能力强，踏实稳
司提供食宿、培训费 公司
定，有驾照，熟悉办
承担五险。
公软件，女士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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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是国内首家钢结构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477）；国家首个钢结构住宅
施工
产业化基地，首批建筑钢结构定
员
点企业;公司注册资金10556万
元，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在包头注册成立的控
股子公司，占地面积180余亩，钢
结构厂房(一、二两期)，拥有H型
钢生产线四条，年钢结构生产能
力6万吨，配备有20万平米全套的
围护系统生产线。公司成立以来
建立了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通
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和
三标一体认证。2014年、2017年
杭萧钢构
分别被评为包头市“守合同重信 营销员
(内蒙古）
用”企业。2014年度取得了2项发
有限公司
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017
年取得二级钢结构资质、三级总
包资质及一级制作资质。公司产
品体系主要有;钢结构住宅系统、
多高层、超高层钢结构系统、厂
房钢结构系统、管桁架等大跨度
空间结构系统、特殊钢结构系统
、新型建材系统，拥有国内外最
先进的可以模数化设计、标准化
详图
制造、装配化施工、低成本建造
员
、短交期交付、社会化贡献等优
势的钢管束组合结构住宅技术体
系。

15

能熟练操作CAD等
大专及以 土木工程、工程
办公自动化软件，考
上学历
管理等专业
虑应届毕业生。

10

有钢结构项目销
大专及以
营销管理类专业 售经验者优先，考虑
上学历
应届毕业生。

15

大专及以
上学历

设计类专业

熟悉相关设计规
范，熟练运用AUTOCAD
、PKPM等设计与制图
软件:熟悉工程领域法
律法规及地方性政策:
具有一定的工程招投
标、工程造价、施工
等专业知识，考虑应
届毕业生。

薪资4000元-10000元。

焦娇
18647239271
nmhr@hxss.com.cn

3

安全工程、金属
材料工程、环境
工程、工程技术
基本薪资+绩效奖金+
大专及以 科学、工业自动
有相关工作证书和
工龄工资+其他各类补助，
上学历 化仪表技术、机 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包住。
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

人力资
源专员

2

人力资源管理、
基本薪资+绩效奖金+
大专及以
有企业人力资源
工商管理、行政
工龄工资+其他各类补助，
上学历
管理师三级证书。
管理等相关专业
包吃住。

会计

2

会计学、金融学
有会计从业资格
基本薪资+绩效奖金+
大专及以
、财务管理等相 证和会计初级资格证 工龄工资+其他各类补助，
上学历
关专业
。
包吃住。

文员

4

行政管理、工商
基本薪资+绩效奖金+
大专及以 管理、汉语言文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工龄工资+其他各类补助，
上学历 学、秘书学等相
包吃住。
关专业

化验员
、质检
验、主
控工

8

计算机科学与技
大专及以
术、化学、检测
上学历
等相关专业

基本薪资+绩效奖金+
工龄工资+其他各类补助，
包住。

5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工业
大专及以 自动化仪表技术
上学历 、工程技术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等相关专业

基本薪资+绩效奖金+
工龄工资+其他各类补助，
包住。

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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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
司于2008年10月正式落户于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工业园区，
系亚新钢铁集团旗下子公司。是
内蒙古亚新 包头市、石拐区政府重点招商引
隆顺特钢有 资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公司已
限公司 连续数年荣登“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荣获“中国中铁集
团优质供应商”“包头市政府质
量奖”“包头市诚信企业”等荣
誉称号。

取样员

郭先生
13337170799
13337170799@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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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能源成立于2011年2月，
由大全新能源公司（纽交所股票 化工操
作工
代码：DQ）在新疆石河子投资建
设，注册资本19.25亿元，大全能
源于2021年7月22日在上海科创板
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688303），目前市值超1000亿
元；公司主要开展高纯多晶硅料
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目前员工
总数约2,500人，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国家智能光伏试点示
范单位”、“国家级智能制造试 仪表维
内蒙古大全
点示范单位”、“国家级绿色工
护工
新能源有限
厂”，建设有“国家企业技术中
公司
心”、“光伏硅材料开发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是符
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
业。
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
是大全能源投资建设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于2021年10月25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亿元，内蒙古大
全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在包头投
资20万吨/年高纯多晶硅项目和
2.1万吨/年半导体多晶硅项目， 电气维
预计总投资金额为 242.5 亿元人 护工
民币。

700

大专以上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有相关的化工操
及以上
等相关专业 作从业经历。

50

大专以上 过程自动化等相
有相关的化工仪
及以上
关专业
表维护从业经历。

薪资6000-8000元。

100

大专以上 电力、机电一体
有相关的化工电
及以上
化等相关专业 气维护从业经历。

薪资6000-8000元。

薪资6000-8000元。

李志国
15849158644
lizhiguo@daqo.co
m

单晶学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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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Canadian Solar Inc.
NASDAQ：CSIQ，简称"阿特斯
"），由瞿晓铧博士于2001年创
办，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登陆
美国纳斯达克的光伏一体化企业
。中国总部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高
新区，全球员工总人数超14,000
人。成立20 年来，通过多元化发
展战略和市场布局，阿特斯已在
全球范围内成立了19家光伏硅片
、电池、组件和新材料生产企
包头阿特斯
业，并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阳光能源科
了分支机构，与超过70家国际顶
技有限公司
尖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伙
伴关系，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
国际化太阳能公司之一。
包头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8日，是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位于包头市青
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新规划
区，公司占地面积337.5亩，注册
资金9亿元。阿特斯包头公司主要
生产单、多晶硅棒，年产值可达
16亿元。

拆清

装料

单晶设
备维修

10

中专及以
上学历

35周岁以下，吃
苦耐劳，能适应倒班
工作制。

5

中专及以
上学历

40周岁以下，吃
苦耐劳，能适应倒班
工作制。

5

中专及以
上学历

35周岁以下，吃
苦耐劳，能适应倒班
工作制。

1

六险一金、工龄工资
、免费班车、免费工作餐
、提供住宿、节日生日福
利、高温高寒津贴、带薪
35周岁以下，从 休假、技能津贴、学习平
事过机修、保养工作 台、晋升机会。
优先，能适应倒班工
作制。

大专及以
上学历
电气、机电相关
专业

机加设
备维修

单晶主
操

35周岁以下，从
事过机修、保养工作
优先，能适应倒班工
作制。

3

大专及以
上学历

5

大专及以
上学历，
材料、机械、自
同行业两年及以上
条件优越
动化等相关专业 单晶主操工作经验。
者可放宽
至中专

银钰婷
15304726697
yuting.yin@csiso
lar.com

单晶集
控主操

29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Canadian Solar Inc.
NASDAQ：CSIQ，简称"阿特斯
"），由瞿晓铧博士于2001年创
办，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登陆
美国纳斯达克的光伏一体化企业
。中国总部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高
新区，全球员工总人数超14,000
人。成立20 年来，通过多元化发
展战略和市场布局，阿特斯已在
全球范围内成立了19家光伏硅片
、电池、组件和新材料生产企
包头阿特斯
业，并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阳光能源科
了分支机构，与超过70家国际顶
技有限公司
尖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伙
伴关系，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
国际化太阳能公司之一。
包头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8日，是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位于包头市青
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新规划
区，公司占地面积337.5亩，注册
资金9亿元。阿特斯包头公司主要
生产单、多晶硅棒，年产值可达
16亿元。

单晶炉
设备工
程师

5

大专及以
同行业两年及以
上学历，
材料、机械、自 上单晶主操工作经
条件优越
动化等相关专业 验，有集控经验者优
者可放宽
先。
至中专

1

大专及以
上学历

40周岁以下。三年
以上单晶炉维护保养
工作经验，熟悉单晶
炉电气、机械维保。

1

40周岁以下。三年
机械、电气、设
大专及以
以上设备维修维护保
备等相关专业 养工作经验，熟悉设
上学历
备电气、机械维保。

设施工
程师

1

大专及以
上学历

单晶质
量工程
师

2

40周岁以下。三
大专及以 材料、机械、电
年以 上单晶行业质量
上学历
子等相关专业
管理工作经验。

2

40周岁以下。三
大专及以 材料、物理、化 年以上单晶硅企业工
上学历
学等相关专业 艺技术或研发工作经
验。

机加设
备工程
师

单晶工
艺工程
师

六险一金、工龄工资
、免费班车、免费工作餐
、提供住宿、节日生日福
利、高温高寒津贴、带薪
休假、技能津贴、学习平
台、晋升机会。

40周岁以下。三年以
上单晶设施维护保养
工作经验。

薪资8000-15000元。

银钰婷
15304726697
yuting.yin@csiso
la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