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毕业生招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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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是 2002
年底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组建的国有独资发电企业，属于国务
院国资委监管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业务主要涵盖电力、煤炭、
科工、金融和油气、水务、供热等新兴产业。目前在世界 500
强排名第 382 位。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华电装机容量 1.43 亿千瓦，其中，
火电 10150 万千瓦，水电 2681 万千瓦，风电等其他能源 1450
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总装机容量的 37%；资产总额 7883 亿
元人民币；2016 年完成发电量 4919 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1893
亿元。目前拥有二级单位 43 家，包括华电国际、华电福新、
华电能源、国电南自、黔源电力、金山股份、华电重工等 7
家上市公司，三级单位 440 家，员工人数近 11 万人，资产
分布在全国 32 个省（区、市）以及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等多个国家。
建成装机近千万千瓦的贵州乌江水电开发基地，千万千
瓦级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完成开发超过 600 万千瓦，加快建
设装机近千万千瓦的金沙江上游“西电东送”接续基地，积极
配合开展怒江水电的研究论证；拥有全球首台百万千瓦超超
临界空冷机组，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分布式能源机组。拥有
我国电力企业自主开发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千万吨级特大
2

型煤矿——华电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矿，建成隆德、肖家洼、
小纪汗等一批千万吨级特大型现代化煤矿和可门、莱州、句
容等多个大型煤炭码头。拥有资本控股、财务公司、华鑫信
托、川财证券、华信保险（公估）
、华电租赁等六家金融机
构，管理资产规模突破 4400 亿元人民币。在科工领域，拥
有华电重工和国电南自两家智能设备制造上市公司。
“十三五”时期，中国华电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资委一系列决策部署，践行“五大发
展”理念, 转变发展方式，以提高能源供给质量和效率为主
线，坚持“稳中求进、进中调整”，持续优化存量，绿色发展
增量，提升“两低一高”能源供给水平，增强公司价值创造能
力，推动公司做强做优做大, 到 2020 年努力实现“2218”发展
目标。需要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h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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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 2018 年度招聘情况
1、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山东设立的分支机构，目前管理
10 家火电企业、5 家热力公司和 1 家港务公司，总资产 536
亿元，员工 12800 余人，装机容量 1768 万千瓦，占集团公
司总装机的 12%，是华电集团装机规模最大的区域公司。其
中，统调火电机组 43 台、装机 1680 万千瓦，约占山东省统
调火电机组容量的 30%。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1）集控运行、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工自动化、化学环保、计算机、机械工程、金属材料、测
控、暖通、燃机等专业（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2）市场营销等管理类专业（部分专业学历要求研究
生及以上）；
以上专业毕业生应属国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
业生，完成规定学业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通过国家英语
四级（425分以上）及计算机二级考试，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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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0531-67716175
电子邮箱：hdpisd@126.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邹县发电厂位于山东省邹城市，东靠京沪
铁路，南依微山湖，西邻京杭运河，北接
兖州煤田，是一座现代化大型坑口电站。
同时拥有亚临界、超超临界两个技术等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级，30 万、60 万、100 万三个容量等级机

公司邹县发电厂

组的现代化特大型发电企业，8 台机组总
装机容量 457.5 万千瓦，是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最大的电厂之一，也是目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集控运行、热工自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化学环保、机械
工程、市场营销等

国内装机容量最大、综合节能和环保水平
最高的燃煤电厂之一。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位于潍坊市东郊，
总装机容量 200 万千瓦。一期工程建设两
台 300MW 凝汽式燃煤机组，工程于 1991
年 5 月 1 日开工建设，两台机组分别于
1993 年 9 月和 1994 年 10 月投产发电，经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

扩容改造后容量为 660MW。二期工程于
2005 年 5 月 11 日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
建设两台 670MW 超临界燃煤机组，＃3、
#4 机组分别于 2006 年 10 月和 2007 年 6

热能与动力工程、集
控运行、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热工自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化学环保、市场
营销等

月投产发电，一、二期工程均荣获“鲁班
奖”，公司成为全国火电行业两期工程均
获“鲁班奖”的首家单位。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 8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正式注册成立。公司一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期工程 2 台 30 万千瓦凝汽式燃煤机组分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

别于 1995 年和 1996 年投产，其中 2 号机

程管理、电气工程及

组经扩容改造后容量为 32 万千瓦，并于

其自动化、化学环保、 大学本科及以上

2008 年和 2009 年实施热电联产改造；二

自动化、燃机专业、

期工程 2 台 30 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

市场营销等

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6 年投产发电。目前
公司总装机容量为 122 万千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莱城发电厂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莱城发电厂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坐落于山东省莱芜市，装机容量4×300MW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组，总容量1200MW；于2003年5月全部

自动化、化学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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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及以上

建成投产；主营业务为发电、供热。

测控、计算机、市场
营销等

滕州公司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前身是始建
于 1958 年的滕州发电厂，2002 年 1 月改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
公司

制。目前，公司总装机容量 930MW，分别
是两台 150MW 和两台 315MW 热电联产机
组，年发电能力 55 亿千瓦、采暖供热能
力 740 万吉焦。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位于龙山文化的
发源地——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西距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

济南城区 40 公里，东距章丘城区 10 公里。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隶属于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现总装机容量为
960MW。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集控运行、热工自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化学环保、计算
机、市场营销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集控运行、热工自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工程、暖通、燃
机、市场营销等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位于金城镇海北
嘴村北，成立于 2010 年 8 月。一期工程
投资 72 亿元，建设两台百万千瓦级的国
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于 2010 年 3 月开
工建设，2012 年年底投产发电，年发电量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120 亿千瓦时，是山东省和华电集团首个
以百万机组起步的火电项目。公司先后荣
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
、
“华电集
团五星级发电企业”、
“华电集团先进企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集控运行、热工自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化学环保、机械、
市场营销等

业”等荣誉称号。二期项目建设两台百万
千瓦级超超临界机组，目前已全面开工建
设，计划 2018 年投产运行。
华电国际十里泉发电厂位于铁道游击队
的故乡--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南郊，始
建于 1977 年 12 月，目前共装有 1 台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140MW、2 台 330MW 机组和 2 台 660MW 超

公司十里泉发电厂

超临界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 2120MW，主
营业务为火力发电及供热。新能源项目目
前装机容量 60MW，尚有 40MW 项目即将开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集控运行、热工自动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化学环保、市场
营销等

工建设。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坐落于淄博市张
店中心城区南郊，是淄博市发电、供热的
主力电厂。企业自 1952 年十月开始筹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南定热电厂工程处，1954 年正式更名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为南定热电厂。2001 年 12 月正式注册为

热工自动化、工程、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是华电国际电力

市场营销等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企业。现有装机规模
95 万千瓦，其中二期工程 2 台 14.5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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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及以上

瓦机组于 2003 年投产发电，三期工程 2
台 33 万千瓦机组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3
年投产发电。
华电龙口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0
月 30 日由山东龙口发电厂整体改制设立，
地处渤海之滨，座落于山东省龙口市。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华电龙口发电股份有限

司目前装机容量 880MW，拥有四台 220MW

化、热工自动环保化、

公司

燃煤发电机组。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力、

工程、燃机、市场营

热力的生产经营；住宿、餐饮服务，电力

销等

大学本科及以上

技术的开发、咨询、技术服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
华电青岛热力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8 日，是由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鲁青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三方按 55%、35%、10%的
华电青岛热力有限公司

投资比例共同出资注册成立的大型供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企业。公司以华电青岛发电公司热电联产

化、机械等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组优质、环保的热源为基础，进行热电
联产项目热网输配供热工程的建设和运
营管理，为青岛市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提
供供热服务。

华电东营能源有限公司

华电东营能源有限公司规划建设 4 套燃气

集控运行、电气工程

-蒸汽联合循环分布式能源机组，项目位

及其自动化、热能动

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美清洁能源合作产

力工程、化学环保、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业园。先期建设 2 套 42MW 等级“一拖一” 测控、计算机、燃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热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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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市场营销等

2、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按照授权负责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河北省的发展规
划、前期项目、市场营销、协调服务和河北地区所属企业的
全面管理工作。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底，河北公司控股装机
容量 284.95 万千瓦，其中火电 173.5 万千瓦，均为实现“超低
排放”的热电联产机组，风电 94.35 万千瓦，光伏 11.4 万千瓦，
水电 5.7 万千瓦。公司所属基层企业 10 家，分别位于石家庄
市、张家口市、唐山市及雄安新区。目前，河北公司正紧紧
围绕“9211”战略目标，全面推进区域转型升级工作，到 2020
年底，河北公司装机容量将达到 900 万千瓦以上。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工自动化、火
电厂集控运行、机械制造、电厂化学、会计及法律等专业。
联系人：孟先生
联系电话：0311-80726852
电子邮箱：hebeihr2017@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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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位于石家庄市
长安区，始建于1954年8月15日，是国家“一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

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目前公司拥有

电有限公司

7台锅炉、5台汽轮机组，总装机容量47.5万
千瓦。公司九期工程2台9F 级燃气机组目前正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本科及以上

专业

处于基建阶段，预计将于2018年初投产。
河北华电石家庄裕华热电有限公司位于石家
庄市区南部，装机容量600MW ，现有机组为2
×300MW 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能力1900万平方
河北华电石家庄裕
华热电有限公司

米。首台机组于2007年8月20日开工建设，两
台机组分别于2009年1月23日和4月23日投产
运营。2017年6月29日，裕华公司二期2×
400MW 级燃机项目获得核准，2017年11月取得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热
工自动化、电厂化学

本科及以上

及市场营销等专业

集团公司立项批复，预计将于2018年6月开工
建设。
河北华电石家庄鹿华热电有限公司位于石家
庄市区西部，装机容量660MW，现有机组为2
×330MW 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能力2000万平方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河北华电石家庄鹿

米。首台机组于2009年9月27日开工建设，两

气工程及自动化、热

华热电有限公司

台机组分别于2011年10月和12月投入运营。

工自动化、工程管理

2017年8月21日，鹿华公司二期2×400MW 级燃

及财务管理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机项目获得核准，预计将于2018年8月开工建
设。
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位于石家庄长
安区，成立于2011年7月7日，由石家庄区域
六家热力公司整合而成。截止到2017年9月

热能与动力工程、暖

石家庄华电供热集

底，公司一次管网长度超900公里，供热规模

通、电气工程及自动

团有限公司

1亿平方米，居全国前列，是华电集团旗下最

化、热工自动化、法

大的独立热网企业。公司主要担负着石家庄

律及财务管理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市中心城区供热任务，约占全市供热面积的
50%以上。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水电有限公司位于石家庄
鹿泉区，组建于 1989 年 12 月，公司总装机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

容量 7.7 万千瓦，其中岗南电站 4.1 万千瓦、

水电有限公司

黄壁庄电站 1.6 万千瓦、赞皇光伏电站 2 万
千瓦，公司拥有我国第一台进口斜流转桨式
抽水蓄能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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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程（水
动方向）、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3、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浙江公司前身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浙江代表处，成立于
2003 年，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在浙江省的分支机构，近年来
生产经营持续快速发展，发电装机从成立之初的 68.5 万千
瓦增长到 452.33 万千瓦，形成了以气电为主，水电、风电、
光伏等多种清洁能源结构并济的绿色发电格局。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公司拥有在册员工 1629 人。多年来，浙江公司
坚持“价值思维”引领，致力“融入浙江经济建设，做强做
优华电浙江”的目标，抓机遇、调结构、推创新、提效益，
外争市场、内强管理，全力推进公司提质增效、持续健康发
展，打造一流综合能源公司。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工自动化等专业。
联系人：乐卫平
联系电话：0571-86767530
电子邮箱：leweiping@126.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

热能与动力工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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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公司

浙江华电乌溪江水力发
电厂

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
公司

华电浙江龙游热电有限
公司

杭州华电江东热电
有限公司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司

城北，京杭大运河畔，是国内最大的天然
气发电企业，也是浙江电网的重要统调电
厂。前身为半山电厂，始建于 1959 年，
历经 6 次基建和扩建，现有装机容量
2415MW，由燃机一期 3 台 390MW（1 号、2
号、3 号机组）和燃机二期 3 台 415MW（7
号、8 号、9 号机组）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发电机组构成。
浙江华电乌溪江水力发电厂座落于浙江
省衢州市,是浙江电网的主力调峰电厂，
乌溪江流域梯级开发的水电厂，下辖湖南
镇电站和黄坛口电站。始建于 1958 年，
全厂装机 7 台，总容量 372MW，为“一厂、
两站、三地”的管理模式，被誉为“中国
水电建设的摇篮”。
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公司位于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北部，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一期工程装机容量 246MW，由 2 套 6F 级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组成，配套国产余
热锅炉和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于 2014
年 1 月正式投产。委托管理华电宁波新能
源发电有限公司、华电湖州新能源发电有
限公司。
华电浙江龙游热电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
龙游工业园区，成立于 2012 年 8 月，一
期建设 2 台 200MW 级（9E）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热电联产机组，于 2015 年 12 月投产
发电。
杭州华电江东热电有限公司地处钱塘江
畔，一期装机规模为 2 台 480MW 燃气-蒸
汽联合循环机组，是目前国内同类型机组
中单机容量最大的热电联产机组，分别于
2015 年 9 月和 12 月投产发电。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为华电福新在浙江地区的派出机构，统一
管理舟山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华电福
新浙江长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长兴和平
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舟山长白风电场
装机容量 12MW，于 2012 年 3 月投产；长
兴弁山风电场装机容量 22MW，于 2015 年
10 月投产；长兴和平风电场，装机容量
70MW，计划于 2017 年全部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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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财务会计等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水利水电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法学、财
务学等

本科及以上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市场营销等

本科及以上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电厂化学或
应用化学、测控技术
与仪器、技经专业（工
程造价）、财务会计等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工自动化、化学环
保、暖通、法律、财
务会计、市场营销等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18 日，是华电集团在安徽省的派出机构，负责管理华电在安
徽、江西两省所属单位，目前管理安徽华电六安电厂有限公
司、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
司、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华电福新安徽新能源
有限公司、江西华电九江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总装机 444.8
万千瓦。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厂集控运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工自动化、燃气轮机、计算机等专业。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551-63680832
电子邮箱：hdgjahfgs_rz@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
限公司

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
限公司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安徽省芜湖市，现有装机容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1320MW，为 2 台 660MW，1 台 1000MW

化、热能与动力工

机组在建，1 台 1000MW 机组前期。

程、热工自动化

安徽省宿州市，现有装机容量

大学本科及以上

集控运行、电气工程

1320MW，为 2 台 660MW。另有 2 台 1000MW

及其自动化、热能动

机组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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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要求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安徽省，管理驻地在合肥，工作
地点分布在合肥、芜湖、六安、安庆
华电福新安徽新能源
有限公司

等地区，规划容量 516MW，已投运 166MW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风电，在建 50MW 风电，以核准待建

化、热工自动化

大学本科及以上

300MW 风电和 100MW 天然气三联供发
电。
江西九江市，现有装机容量 87MW，
江西华电九江分布式

为 2 台 31MW 级航改型燃机轮机发电机

能源有限公司

组，1 台 25MW 抽汽凝汽式蒸汽轮机发
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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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5、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负
责华电在河南的发展规划、能源项目开发、生产运营管理、
电热力市场营销和对外协调等工作。目前运营发电装机容量
282.8 万千瓦，分别为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2×66 万千瓦
机组，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2×33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
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 2×33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华电河
南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台前项目）10 万千瓦光伏电站，河
南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4.8 万千瓦风电+4.0 万千瓦光伏电
站。储备宜阳青龙口、新乡延津等 9 个风电项目共计 156 万
千瓦，生物质耦合项目 10 万千瓦，高效清洁重型燃机项目 2
×35 万千瓦。公司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
始终致力于把公司建设成为国内先进、行业标杆的现代化发
电企业。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热工自动化、应
用化学、环境工程、会计等专业。
联系人：孙启亮
联系电话：0371-586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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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xxgsrlzyb@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8 月 28
日正式注册成立，一期建设的 2 台 66 万
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于 2005 年 3 月
11 日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同年 8 月 28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日正式开工建设，并分别于 2007 年 4 月
19 日和 8 月 22 日投产发电。公司坚持以
人为本，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始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本科及以上

热工自动化

致力于把公司建设成为新机制、新模式、
新标准，国内先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
代化发电企业。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是华电集团公司
在河南投资建设的首个热电联产企业。座
落在风景优美，千年流淌的沙澧河怀抱城
市河南省漯河市。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9
月，一期工程为 2X330MW 热电联产机组，
两台机组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和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9 日投产发电。公司先后荣
获中国优质工程奖（银奖）
、国家优质工
程奖 30 年精品工程、华电集团公司五星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应用化学、

本科及以上

会计学

级发电企业等多项荣誉。公司坚持可持续
创造价值理念，着力实施精益化管理，公
司各项指标水平均达到同类型企业先进
水平。
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新乡
市卫滨区，处于华中、华北和西北三大电
网交汇处，是全国形成联网的重要电源支
撑点。一期 2×33 万千瓦工程是河南省
“十

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

一五”规划建设的重要电源项目，是新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市的城市热电联产项目，于 2012 年 11 月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14 和 2013 年 7 月 20 日投产运营，配套建

自动化、电厂化学、

设城市热网采暖 1165 万 m²，工业供汽

环境工程

200T/H，是新乡市区主要热源点。公司先
后荣获河南省电力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河
南省节能减排竞赛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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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

6、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2 月，
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负责华电集团在天津市的发展规划、项
目前期、安全生产、市场营销和协调服务等工作。公司主营
业务为电源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等，主要以天然
气热电联产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清洁能源项目开发为主，
已运营装机和前期在建工程投资规模 210 亿元，天津公司正
在开展的前期项目 10 个，发展规模 280 万千瓦，预计投资
106 亿元。下属企业 4 个，分别为天津华电福源热电有限公
司、天津华电南疆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华电北宸分布式能源
有限公司、华电国际天津开发区分公司。为保障天津公司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天津公司将加大人才的引进，加速优秀
青年员工的培养，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目前，公司实现
了煤电、燃机、抽蓄、光伏、分布式能源多点开花、全面协
调推进的良好局面。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天津在承
接北京产业转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
国华电天津公司将紧跟天津的发展步伐，全面布局，加快企
业在津发展蓬勃发展。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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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化学（环境工程）、
热工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专业。毕业生应属国家统
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完成规定学业并获得相应学
历、学位，通过国家英语四级及计算机二级考试，身体健康。
联 系 人：李

泽

联系电话：022-83120000-8305
电子邮箱：hdtjlz@126.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天津华电福源热电有限公司位于武清开发区，总容量 40 万

天津华电福源
热电有限公司

千瓦，分别于 2014 年 9 月和 11 月投产运营，主要满足武清开发

化学专业、热能与动

区、商务区及部分城区对采暖、电力、集中制冷、工业蒸汽及生

力工程、热工自动化、 国家统招本科

活热水的需求，项目配套建设冷、热管网，设计年发电量 18 亿

暖通专业、测控技术

及以上学历应

千瓦时，最大供热面积 600 万平米，是“煤改燃”工程和民生工

与仪器、电气工程及

届毕业生

程，获得了“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后续还将建设福源二 2 台

自动化

20 万千瓦机组。

天津华电南疆热电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
天津华电南疆

区，2013 年 2 月注册成立，主要承担滨海新区核心城区响螺湾

化学专业、自动化、

热电有限公司

中心商务区、
东西沽高档住宅区的供热任务。建设一套 9FB 级“二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拖一”90 万千瓦燃气热电联产机组，计划 2017 年 11 月投产。

国家统招本科
及以上学历应
届毕业生

华电国际天津开发区分公司位于天津南港工业区，拟建设 3
台抽背机组，装机总容量 510MW。项目已列入天津市“十三五”
华电国际天津

能源规划，为多家特大型重化工企业供应工业蒸汽，能源综合利

开发区分公司

用效率 85%以上，该项目煤耗低，热负荷稳定，运行小时数高，
发电全额上网，是工业园区内唯一热源，属于高效清洁煤电项目，
计划于 2018 年正式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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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程、热

国家统招本科

工自动化、化学专业、 及以上学历应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届毕业生

7、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成立2007年12月，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辖二级单位，
负责华电在广东区域的电力项目发展、生产运营、地方协调
等工作。公司成立以来，从零起步，认真践行价值思维理念，
持之以恒抓发展，精细管理提效益，项目遍布于珠三角、粤
东、粤西和粤北地区。截至2017年10月底，公司管辖运营企
业5家，运营装机容量1079MW；基建前期项目企业10家，核
准在建装机容量5477MW；另有一批前期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华电先进企业、文明单位、前期工作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着眼未来，公司将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进步
潮流，坚定不移地抓发展、创效益，力争2020年实现区域
“5518”战略发展目标。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工自动化、化学环保、机械机电等电力相关专业。
联 系 人：

孙明

联系电话：

020-82517667

电子邮箱：

sminglycc1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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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

学历要

业

求

华电福新广州能源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沙埔银沙工业区金沙
路东侧，地处珠三角东岸经济黄金地带，区位交通优越、生态环境

华电福新广州
能源有限公司

优美。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由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

热能与动力工

限公司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投资有

程、电气工程及

限公司、广州南粤基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

其自动化、热工

院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按照 55%、20%、10%、10%、5%的股比合资成

自动化、燃机、

本科

立，于 2017 年 5 月核准。公司规划建设 2×600MW（9H 型高效燃机） 机械机电等专业
天然气热电冷三联供清洁能源项目， 计划 2018 年 6 月开工建设，
预计 2019 年 9 月#1 机组投产。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英
华电国际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分公司

热能与动力工

红镇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区位交通优越、生态环境优美， 程、电气工程及
是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核单位。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7 年 4

其自动化、集控

本科/

月 25 日，项目规划建设 2x460MW(9F 型)燃气机组，年发电 40 亿千

运行、化学环保、

大专

瓦时，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6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19 年底投产 1 号

热工自动化等专

机组投产。

业

广东华电韶关热电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韶赣高速南雄
入口处，一期规划建设热电联产项目是华电在广东第一个自建火电
广东 华电 韶关

项目，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一期工程 2×350MW 超临界循

热电有限公司

环流化床机组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正式获得广东省发改委核准批复，
2016 年 4 月 28 日浇筑第一罐混凝土，预计在 2018 年 04 月第一台
机组投产，2018 年底实现机组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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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
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集控
运行、热工自动
化等专业

本科/
大专

8、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福建分公司是华电集团在2003年初
第一批设立的区域公司，全面负责华电福建区域企业生产、
经营、发展等管理工作。目前，公司共有全资、控股管理单
位33家，在册员工6000余人。公司资产总额超过280亿元，
投运装机容量625万千瓦，其中水电250万千瓦、火电360万
千瓦、风电13万千瓦、光电2万千瓦，同时，大比例参股福
清核电，气电3.2万千瓦即将投产；在建工程有火电132万千
瓦，抽水蓄能120万千瓦，海上风电30万千瓦等项目。公司
电源结构呈现“水火共进、风光气核并举”特点，具备较好
的互补结构和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008年以来持续保持
福建第一大发电企业位置。
根据华电集团“加快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五个坚持、
五个更加注重、五个转型”的总体要求，到2020年实现“2218”
的战略目标，公司规划，“十三五”期间将投产规模282.4
万千瓦，其中，火电132万千瓦、水电40万千瓦、风光电及
生物质94万千瓦和燃气分布式16.4万千瓦，总装机达908.6
万千瓦，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水火互补，风光核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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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良好结构，打造成为集团一流区域公司和福建省能源
标杆企业。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
继电保护与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火
电厂集控运行、电厂化学、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水利水
电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
理等专业。
联系人：叶女士
联系电话 0591-38378919
电子邮箱：18835308@qq.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18 日，地处福建省福
州市连江县，拥有四台 60 万千瓦超临界
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
公司

燃煤发电机组和风吹岭、白云岭装机共
8.8 万的两个风电场，一座 7 万吨级煤码
头和一座 1 万吨级重件码头；总装机容量
246.8 万千瓦。三期（2×1000MW）超超临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热工检测及控制技
术、机械制造与自动

本科及以上

化等专业

界火电机组项目，于 2015 获得项目核准。
地处美丽的武夷山麓，是目前闽北唯一的
火力发电厂。公司三期 2×660MW 项目于
福建华电邵武发电有限
公司

2015 年 10 月 18 日全面开工建设，计划
2018 年实现双投。机组投产后，争创集团
公司超低排放示范工程和国家优质工程，
建设“美丽、生态、环保”园林式能源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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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工检测及控制技
术、火电厂集控运行、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
术、电厂化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专科及以上

地处福建省永安市尼葛工业园北区 2008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

福建华电永安发电有限

号， 2×300MW 热电联产机组分别于 2011

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

公司

年 7 月和 2012 年 5 月投产发电，公司现

动化、工商管理等专

有装机容量 600MW。

业

成立于 1986 年 8 月 4 日，位于福建省漳
平市菁城镇，现有装机容量为 2×300MW，
福建华电漳平火电有限
公司

于 2012 年实现双投，核准风电装机容量
88MW。供热改造、红尖山风电正在土建安
装阶段，有望 2018 年实现投运。超低排
放工程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实现煤炭清洁

专科及以上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
动化、热工自动化/测

专科及以上

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

高效利用。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主要从事承接瑞新热
华电（厦门）能源有限
公司

电“三炉两机”（3×220t/h 循环流化床
锅炉+2×46MW 汽轮发电机组）机组运行维
护的工作。2014 年开始拓展光伏发电项

热能与动力工程等专
业

专科及以上

目，目前投运光伏发电项目 22.8MWp。
地处福建省厦门市，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华电（厦门）分布式能
源有限公司

一期建设 1 台套机组（LM2500 型燃机+余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热锅炉+背压机），容量为 32MW，预计 2017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年 11 月竣工投产；
为工业园区提供热（冷） 市场营销等专业
电负荷。
地处福建省龙岩市，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福建棉花滩水电开发有

公司总装机容量 706MW，辖有棉花滩水电

化、水电站动力设备

限公司

厂、白沙水电厂、南盘石水电厂等，年设

与管理、通信工程等

计发电量 18.735 亿千瓦时。

专业

位于福建宁德市，创立于 1997 年 3 月 7

电厂化学、水利水电

日，下辖芹山、周宁两级电站，总装机容

工程、水资源与水文

量 320 兆瓦。

工程等专业

闽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工程管理、水利水电
华电周宁抽水蓄能有限
公司

周宁抽水蓄能项目装机容量 4×
300MW,2016 年 12 月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工程完建。

工程、热能与动力工
程(水动方向)、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本科及以上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等专业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古田溪水力发电厂

由四个梯级电站组成，共装有 8 台水轮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24MW。厂部在福建
省古田县，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

水利水电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
能源与动力工程（水

专科及以上

动方向）等专业

地处福建省永安市，于 1975 年 11 月正式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安砂水力发电厂

投产发电，装机容量 137MW。目前正积极

热能与动力工程(水

推进沙溪流域集控中心、宁化鸡公岽、大

动方向)、风能与动力

田尖峰山、大田屏山、永安大丰山、普禅

工程等专业

山等风电项目和右岸扩机的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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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

为福建省闽江干流金溪支流的龙头水电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厂，电厂装有 2 台 50MW、1 台 5MW 混流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公司池潭水力发电厂

水轮发电机组。目前正在进行 100MW 项目

等专业

专科及以上

的扩建工程。
位于福建省华安县境内，是一座径流开发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水力发电厂

的引水式中型发电厂，总装机容量 140MW，
其中，华安一厂装机容量 4×15MW，1979
年正式投产；华安二厂（扩建工程项目）
装机容量 2×40MW，2013 年正式投产。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南靖水力发电厂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水电站动力设备
与管理、水利水电工

专科及以上

程等专业

位于福建省南靖县境内，装有 2 台 12.5MW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和银河南靖分公司 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台 2MW 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

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是由原孔头水
电公司吸收合并范厝水电公司、良浅水电
福建华电金湖电力有限

公司、北溪水电公司，于 2001 年 9 月 18

公司

日更名组建。下属良浅、大言、孔头、范
厝、高唐、北溪 6 个电站，总装机容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科及以上

（水动方向）等专业

191.85MW，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福建华电万安能源有限
公司

1994 年 10 月投产发电，位于龙岩市新罗

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区万安镇溪口，距龙岩市区 81 公里，装

(水动方向)、水利水

机容量为 46.5MW。

电建筑工程、新能源

专科及以上

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福建省高砂水电有限公
司

1995 年 7 月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位于福建

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

省沙县，电站装机容量为 50MW。

理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成立于 1997 年 9 月，位于福建省沙县，
华电（沙县）能源有限
公司

总装机容量 48MW。目前正积极推动尤溪汤

水利水电工程、风能

川 I 期风电项目建设，推进尤溪汤川 II

与动力工程、财务管

期、沙县夏茂、沙县郑湖、沙县大洛、建

理等专业

专科及以上

宁溪源等风电项目的前期工作。
福建华电西门发电有限
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 6 月，位于福建省永安市

能源与动力工程等专

市区，电站装机总容量 30MW。

业

本科及以上

于 2012 年 8 月在福建省福清市注册,目前
华电（福建）风电有限
公司

处于前期发展阶段，主要负责福建省福清
市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开发。该项目计
划安装 60 台单机容量 5MW 的海上抗台风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海洋水文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机组，总装机容量 300MW。
位于福建省福清市，负责福清及周边区域
风电及其他新能源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
华电（福清）风电有限
公司

理，已投产项目有：1、牛头尾风电场，
装机容量为 30MW（20＊1.5MW）；2、鲤鱼
山风电场。鲤鱼山风电场，装机容量为
48MW（24*2MW）
。在建项目有青屿风电场、
赤礁风电场、龙潭风电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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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

本科及以上

9、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电科工，英文缩写
CHEC）成立于 1978 年，原为水电部电力机械制造局。2002
年电力体制改革后，成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
企业，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产业板块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发展平台。华电科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科技创新为支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企业改革，
逐步成为工程承包、装备制造、资产经营协同发展，重工及
高端装备制造、环保及新能源、电站投资建设、科技研发四
大板块齐头并进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产品和服务涵盖电
力、化工、港口、矿业、冶金、市政、新能源等领域，业务
遍及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拥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能源分布式能源技术研发中心等多个高端科研机构，打
造了航改型燃机、物料输送、管道、钢结构、脱硝催化剂、
水处理超滤膜、高效节能水泵等多个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公
司先后荣获了电力行业优秀企业、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等称
号。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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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机械、热工自动
化、化学工程相关等专业。
联系人：陈峰
联系电话:13601393267
电子邮箱：chenf@chec.com.cn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
要求

华电重工以工程系统设计与总承包为龙头，EPC 总承
华电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包、装备制造和投资运营协同发展相结合，致力于为
客户在物料输送工程、热能工程、高端钢结构工程、
海上风电工程和工业噪声治理工程等方面提供工程

机械、环境、海岸工程
等

研究生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华电环保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华电环保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华电科工的全资子公
司，也是其重要专业公司之一。注册资本金 4.7 亿元， 环境工程、热动

研究生

目前人员规模达 800 多人。
海外分公司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形成了

海外工程分公司

投资开发、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三大核心业务板块，
业务涉及水电、火电、风电等多个领域，已逐步成长

热动、电气、金融相关

研究生

污水处理、化学

研究生

为集团公司境外投资和工程总承包的主要平台之一。
华电水务控股有
限公司

华电水务是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四大业务板块之一，以华电水务控股有限公司
为发展平台。
华电新能源技术开发公司是华电集团新能源产业发

新能源技术开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从事风力发电、太阳能

生物质、电气、热动、

公司

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沼气发电、生物质发电等

财务管理

研究生

新能源业务。
华电分布式能源

华电分布式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分布式

工程技术有限公

能源项目的开发、设计研究、投资、建设、运行、服

司

务及关键设备制造等，注册资本金 5 亿元人民币。

热动、化学、暖通、商
法

研究生

北京华电万方管理体系认证中心是电力行业经国家
华电万方管理体

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认证机构。主要业务范围为：质

系认证中心

量、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电力工程设备监理，安全评
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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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动、电气、机械

研究生

华电郑州机械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水利、电力行业
知名科研设计单位，是中国华电科工集团下属全资子
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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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气、化学

研究生

10、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简称华电运营），是
中国华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作为专业化发电运营公司，华
电运营的业务范围包括：直接管理经营发电企业；为华电集
团所属企业和海内外电站提供运行、维护、检修服务和发电
生产技术服务。
华电运营目前管理、运营着 30 多家电站项目，分布于
中国本土和亚洲的多个国家。管理经营的发电企业有：天津
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青
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北
京华电水电有限公司,北京华电北燃能源有限公司。服务运
营的海内外项目，涵盖了火电、水电、风电、燃机、太阳能、
秸秆发电等各种类型，工作范围包括了规程编写、员工培训、
机组调试等生产准备阶段的工作，以及机组投产后常规的运
行、维护、检修等电站生产各个环节的业务。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工自动化等专业。
联系人：赵建平
联系电话： 010－8356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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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biyesheng@chdoc.com.cn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
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大型燃煤火力发电厂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
限公司

青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
司

化学、电气工程及其
广西省大型燃煤火力发电厂

自动化、热能与动力

本科及以上

工程
集控运行、电气工程、
青海省大型燃煤火力发电厂

热能动力、电气工程、 专科及以上
化学
集控运行、电气工程、

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型燃气发电厂

热能动力、电气工程、 本科及以上
财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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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是世界 500 强、国有独资发电集团—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国际化能源公司。公
司于 2006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3.27 亿美元。公司作为
华电集团的投资平台和融资平台，以境内外有关电源、煤炭及与
电力相关产业的投资为主营业务，协同发展金融和贸易业务。公
司拥有境内外全资公司 3 家、控股公司 3 家、参股公司 2 家，主
要分布在俄罗斯、柬埔寨、印尼等国家。经过近十年发展，公司
形成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中东欧、以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为
重点，逐步扩展南美、非洲等地区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在开展绿
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业务的同时，发展金融和国际贸易业务。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自动化、工程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工商管理、
柬埔寨语专业、工程造价专业、金融及财务专业、计算机专业、
法律专业等专业。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83565676

手机：18611826877

电子邮箱：yixuan-xu@chdhk.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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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额勒赛下游水电项目(柬埔寨)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电气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

本科及以上

工程管理

本科及以上

工商管理

本科及以上

柬埔寨语

本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

本科及以上

财务及金融

本科及以上

法律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及以上

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在柬
埔寨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柬
中国华电额勒赛下游水
电项目（柬埔寨）有限
公司

埔寨额勒赛下游水电项目的投资开发、运
营管理及柬埔寨境内其他电力项目拓展
开发。额勒赛下游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338MW，多年平均发电量 11.98 亿千瓦时，
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在境外投资最大的
水电项目，也是柬埔寨已投产规模最大的
水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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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3 月 27 日，是
华电集团独资控股企业，前身华电内蒙古公司是华电集团在
内蒙古的分支机构，组建于 2003 年 4 月 1 日。目前，公司
总资产达到 182.49 亿元，产业涉及火电、新能源、煤炭及
物流等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及产品销售等领
域，是一家区域综合性能源公司。公司现有职工 3500 余人，
控、参股及代管企业共 16 家，其中火电企业 6 家、新能源
企业 5 家、煤炭企业 2 家、煤化工企业 1 家、物资公司 1 家
及区域性燃料公司 1 家。目前公司发电总装机容量 813.38
万千瓦，其中：火电 486 万千瓦、风电 291.48 万千瓦、光
伏 35.9 万千瓦；煤炭年产能 240 万吨。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热工自动化、机
电一体化、风能与动力工程、电厂化学等专业。
联系人：

孟女士

联系电话：0471-6225553
电子邮箱：hdnm2018@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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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
要求

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现有装机为两台 600MW 燃煤
湿冷发电机组，分别于 2006 年 11 月和 12 月投产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

发电，2009 年，通过打孔抽汽供热改造，实现了

司包头发电分公司

一期两台机组热电联产，供热面积达到了 800 万
平方米。2015 年实现#2 机组进行了热泵改造，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电厂化学

本科及
以上

热能力达到 1100 万平方米。
位于内蒙古包头市，一期 2×300MW 供热火电机组
于 2005 年 12 月投产,2012 年两台机组通过优化改
包头东华热电有限公司

造，增容为 2×320MW。2006 年 7 月 4 日，公司全
资注册成立包头华源热力有限公司，具体负责集
中供热工作的管理和落实，目前负责包头市东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技术

专科及
以上

地区供热，供热面积 1437 万平方米。
位于内蒙古乌海市，现有装机容量 2×150MW 热电
内蒙古华电乌达

联产火电机组，2005 相继投产发电。目前作为乌

热电有限公司

达城区热网唯一的热源为 250 万平方米提供热源
城区供暖、供汽。
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现有装机容

内蒙古华伊卓资

量 4×200MW 间接空冷燃煤机组。公司于 2004 年 5

热电有限公司

月开工建设，四台机组分别于 2005、2006 相继投
产发电。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
司土默特发电分公司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煤矸石热
电厂

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境内，现
有装机容量 2×660MW 超临界燃煤空冷发电机组，
分别于 2016 年 4 月、6 月投产发电。机组同步建
设了烟气脱硫、脱销设施，配套建设铁路专线及
水源供水专线。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乡境内，现
有装机容量 2×300MW 直接空冷抽汽供热汽轮发电
机组，配亚临界、自然循环的循环流化床锅炉，
2016 年 11 月机组投产发电。
位于内蒙古市境内乌兰察布市，公司所辖蒙西区

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

域新能源产业投运及在建风、光项目共 21 个，总

司

装机容量 231.83 万千瓦，其中：已投运装机容量
226.83 万千瓦，并网调试容量 5 万千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工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工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工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风能与动力工程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位于内蒙古通辽市，2010 年 1 月成立，统一管理
内蒙古华电街基风电有限公司、内蒙古华电乌套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海风电有限公司、内蒙古华电秦天风电有限公司，

公司蒙东分公司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内蒙古华电乌套海风电有限公
司正蓝旗分公司。截止目前公司已投运装机容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
以上

50.7 万千瓦。
位于内蒙古通辽市，2008 年 3 月成立，与华电科
内蒙古华电蒙东能源有
限公司

左中旗风电有限公司和华电翁牛特旗风电有限公
司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管理模式。目前公
司已投产风电装机容量为 448.5MW，核准待建、在
建 69.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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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以上

13、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沈阳金山能源公司是集火力电力、风力发电、供热、供
汽为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能源企业，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在辽宁省设立的区域子公司。
公司所属企业有铁岭公司、白音华公司、阜新公司、丹
东公司、热电分公司、桓仁公司等，装机容量为 539.38 万
KW，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 576.4 万 KW，风电装机容量为 47
万 KW，光伏容量 3 万 KW。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工自动化等专业。
联系人：宋元威
联系电话 024-83996033：
电子邮箱：yuanwei-song@chd.com.cn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装机 2400MW，装机 4 台国产 300MW 机组和
铁岭公司

2 台 6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厂址位于
辽宁省铁岭市。
装机容量为2×600Mw 级空冷燃煤机组，厂

白音华公司

址坐落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距离最近
县城霍林河市120公里。
司位于阜新市清河门城区，装机 4×150MW

阜新公司

机组，配套四台 480T/h 大型循环流化床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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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要求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火
电厂集控运行、热工

本科

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本科

本科

装机两台 300MW 亚临界一次中间再热供热
丹东公司

机组，公司位于丹东市振安区变电村，距
离市中心约 7 公里。
公司坐落于沈阳南部，距离沈阳市 15 公

热电分公司

里，两台 200MW（220MW 级）新机组于 2010
年 10 月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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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本科

本科

1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
分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区域分
公司，成立于 1993 年，1996 年 A、B 股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2002 年划归中国华电旗下。公司总股本 19.67 亿股，其中 B
股 4.32 亿股。公司全资、控股拥有 19 家企业，其中，发电
供热企业 9 家、专业公司 7 家，新能源企业 1 家、煤炭企业
2 家，受托管理风电及新能源企业 2 家。公司火电总装机容
量 670 万千瓦，风电和生物质装机容量 55.29 万千瓦，总供
热面积近 1 亿万平方米，是黑龙江省四个中心城市的重要热
源单位。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火电厂集控运行、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环境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发电厂及电力系统、工程管理、会计学等专
业。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451-53684085
电子邮箱：msx70@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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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公司简介

招聘专业

哈尔滨市松北区三电街。总装机容量
1600MW，分别为 2*200MW+2*600MW 机
组。

牡丹江市阳明区裕民路。总装机容量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 1220MW，分别为 2*300MW 热电联产
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机组、2*210MW 原苏联机组、1*200MW
国产机组。

热能动力工程、自动化、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会计学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化、 火 电 厂 集 控 运 行
环境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大专及以上；其他
暖通、会计学

专业本科及以上。

火电厂集控运行、
发电厂及电力系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新电街 1 号。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富拉尔基发电厂

统、热能动力装置

企业总装机容量 1200MW，共装有 6 台 火电厂集控运行、热能动力 专业大专及以上；
200MW 凝汽式汽轮机组，一期 3 台机 装置、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其他专业本科及以
组分别于 1982-1984 年投产，二期 3 自动化、工程管理、会计学 上。
台机组于 1987-1989 年相继投产。

哈尔滨市香坊区。总装机容量为
950MW。 其中，两台 300MW 热电联产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
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 机组（#7、8 机组），于 2006 年 9 月 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设
司

竣工投产发电；一台 350MW 机组（#9 备工程、会计学

本科及以上

机组），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通过 168
小时试运。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碾北公路 1 号。
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热 2007 年两台 300 兆瓦供热机组顺利转 电厂化学、机械设计制造及
电有限公司

入商业运营；2015 年 11 月 27 日 1× 其自动化、会计学

本科及以上

116MW 热水炉项目顺利投产。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沿江
路 132 号。总装机容量为 425MW，包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富拉尔基热电厂

括一台 350MW 发供热机组和三台 25MW

火电厂集控运行大
火电厂集控运行、热能与动
发供热机组，年发供电 17 亿千瓦时，
专及以上；其他专
力工程、会计学
并担负富拉尔基区 95%以上采暖供热
业本科及以上
任务和部分企业用户的生产用汽和高
温热水供应任务。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长安东路
950 号。华电能源佳木斯热电厂坐落

华电能源佳木斯热电厂

在被誉为“东北的延安”的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红色经典歌曲“咱们工人
有力量”诞生于此并传唱了 70 年。现
装机容量 2*300MW。
36

火电厂集控运行、自动化、 火电厂集控运行大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环境 专及以上，其他专
工程、会计学

业本科及以上

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
电有限公司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热力分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文景街 118 号。发电
总装机容量 102MW，年发电量最高达 6
亿千瓦时。

热能与动力工程（热能动力 火电厂集控运行、
装置）、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能动力装置大专
电气自动化、自动化、工程 及以上；其他专业
管理

本科及以上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2014 年 6 月注册
成立，行政上由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热电有限公司代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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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

15、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是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地区的派出机构，负责华电在
上海区域发电版块的规划发展、工程建设、生产经营、党的
建设、队伍建设、公共关系等工作。建设有奉贤重型燃机电
站，莘庄、上科大、中博会、迪士尼能源站等一批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企业，业务涉及新型火力发电，燃机分布式能源，
光伏、风力、沼气发电等新能源，燃气轮机设备服务等。近
年来，上海公司不断加强华电在沪企业人才储备，持续培养
生产、经营和发展所需的各专业人才。
二、2018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工控制、自动化、电厂化学、机械工程等专业。
联系人：华静芳
联系电话：021-68988114
电子邮箱：hrshchd@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

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现有总装机 1580MW。

电气工程

公司（上海华电奉贤热

其中燃机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9 月，装机为

自动化

电有限公司）

4×18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热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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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大学本科及以
上

燃机，是上海电网的主力调峰电厂之一；热

电厂化学

电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装机为 2×430MW

火电厂集控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

上海华电闵行能源有限
公司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内，现有总装

热能动力

机 120MW。一期已投运莘庄工业区冷热电三

电气工程

联供 2×6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热控专业

二期拟建设 4×3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自动化

机组，已获核准。

化学环保

大学本科及以
上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于 2005 年 2 月。
上海通华燃气轮机服务
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为燃气轮机电厂提供燃机检修维
护、燃机设备及备件采购、燃机备件修理、
燃机备件联合储备管理与调配、商务技术交
流与咨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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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动力

研究生

机械工程

及以上

16、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江
苏地区的全资子公司，由华电江苏分公司于 2013 年 8 月改
制成立。公司历经 14 年的发展，在江苏区域走出了一条由
河及江，通江达海的发展版图。公司发电装机容量从成立之
初的 208 万千瓦增长至目前的 1170 万千瓦，安全生产保持
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多年保持集团“第一方阵”。产业结构
从成立之初的纯煤电升级为电热为主，物流、修造、环保、
教育产业合理延伸、多元发展的良好格局。公司现有在职员
工 4900 人左右，下辖句容发电厂、望亭发电厂、戚墅堰发
电公司、扬州发电公司、吴江热电公司、仪征热电公司、通
州热电公司、昆山热电公司、通州湾能源公司、华瑞燃机服
务有限公司、新能源有限公司、如皋热电公司、金湖能源公
司、句容储运公司、江苏电力股份公司、江苏华电煤炭物流
公司、上海通华公司等 17 家单位。
江苏公司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坚守绿色承诺，矢志结构转型，走出了一条科学、
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争取早日建成“电热为主、产业协
同、绿色高效、稳健和谐”一流综合能源供应服务商目标，
奋力谱写好“华电梦”的“江苏新篇章”
。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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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厂集控运行、
热工自动化、电厂化学等专业。
联系人：马文波
联系电话：025-86735065
电子邮箱：chdjs_mwb@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成立于1958年。
望亭发电厂

2 台 320MW 机组、2 台 660MW 机组，2 台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390MW9F 级燃机组，总容量 2740MW。电力

气工程、自动化

大学本科及以上

及热力供应。
位于镇江市句容临港工业集中区,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6 日,一期工程 2×1000MW
句容发电厂

于 2013 年 11 月实现双投,二期工程
2×1000MW 已于 2015 年底全面开工，主营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自动化、电厂化学

大学本科及以上

发电、供电。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在运机组包括 2 台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

390MW 燃机机组、2 台 220MW 燃机机组、2

限公司

台 475MW 燃机机组，总容量 2170MW，公司
成立于 1921 年，主营业务发电。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始建于 1958 年，目

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

前拥有 2 台 33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2

公司

台 40 万千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
机组。

江苏华电吴江热电有限
公司

江苏华电仪征热电有限
公司

江苏华电通州热电有限
公司

江苏华电昆山热电有限
公司
江苏华电如皋热电有限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目前公司总装
机容量 360MW，已建成热网 40 余公里，供
热半径 10 公里，拥有热用户 196 家。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电厂化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及以上

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位于扬州化学工业园区西片区 B2 地块，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是该区域唯一热源点。一期 3×254MW 供

热能与动力工程、自

热机组于 2012 年投产发电。

大学本科及以上

大学本科及以上

大学本科及以上

动化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2×200MW 燃机已于 2016 年 12 月投产

电气工程、热能动力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大学本科及以上

发电。
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经济开发区，一期 2×
400MW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热机组已于
2017 年 10 月投产发电。
位于江苏省如皋市新材料产业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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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50MW+30MW 煤机，2017 年 9 月开工，预

自动化

计 2018 年 12 月投产运营，主营供热、发
电。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徐庄软件园内，统一管
理江苏区域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生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

产经营管理。其中由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

公司江苏分公司

限公司投资的有 8 家，截止目前已投运的
风电容量为 221MW、太阳能 252.8MW、分
布式能源 4MW，总装机容量为 477.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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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大学本科及以上

17、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华电电科院）始建于
1956 年 10 月，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集团）直属
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火力发电技术、水电及新能源发电技
术、分布式能源技术、质量检验检测及咨询等专业，开展技
术监督、技术服务和技术研究工作，是华电集团和电力行业
发电技术研究及技术创新的专业机构，是华电集团国内外技
术合作、人才培养和员工技能培训的平台。
拥有国家能源分布式能源技术研发（实验）中心、国家
能源火力发电系统能效检测技术研发中心、国资委电力节能
技术科研及试验基地、浙江省蓄能和建筑节能重点实验室，
以及华电集团动力技术中心、水电技术中心、新能源技术中
心、环保监督技术中心和煤炭质检计量中心等服务华电集团
及电力行业的先进科研平台集群。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金属材料、环境
工程、热工自动化、电厂化学等专业。
联系人：傅丽晓
联系电话：15867146161
电子邮箱：lixiao-fu@chder.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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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直属的科研机
构。主要从事火力发电技术、水电
及新能源发电技术、分布式能源技
术、质量检验检测及咨询等专业，
开展技术监督、技术服务和技术研
究工作。

热工自动化、电气
工程、化学工程、
流体机械、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等
专业

本科及以上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山东分
院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
分院是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14年9月，
主要承担山东、安徽及江苏等区域
内华电集团所属发电企业的技术监
督、技术服务。

热工自动化、测控
技术与仪器 、工业
自动化、控制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机械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西安分
院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分院是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新能源专业、金属
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14年12月， 材料、环境工程、
主要承担陕西、山西及宁夏等区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内华电集团所属发电企业的技术监
物理等专业
督、技术服务。

本科及以上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东北分
院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北
东分院是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 2014 年 9
月，主要承担黑龙江、吉林、辽宁
及内蒙古等区域内华电集团所属发
电企业的技术监督、技术服务。

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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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
金属材料、化学工
程等专业

18、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装机容量582万千瓦，现有员工
2400余人。目前控股企业8家(襄阳公司、西塞山公司、华电
西塞山公司、江陵公司、金源公司、武穴新能源、随县光伏、
枣阳光伏)，内核企业4家（黄石热电厂、工程分公司、黄石
光伏、物资分公司），参股企业4家（页岩气公司、咸丰朝阳
寺电业、华电煤业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代管企业2家（武昌公司、武昌热电厂），管理福新公
司企业3家（创意天地、龙感湖、金泉风电）。
在集团公司的坚强领导下，公司始终坚持价值思维，
突出效益导向，紧紧抓住电力行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装
机规模十年内扩大十倍，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近年来，公司紧紧围绕“效益和发展”
两大核心任务，扭住关键，聚力攻坚，抓住电煤、电量、电
价、成本控制等关键要素，务实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保持
了健康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类、热能与动力工程类、热工自动化
类、电厂化学、计算机类等专业。
联 系 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027-887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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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ludengfeng@chd.com.cn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湖北华电襄阳发电
有限公司

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坐
落于拥有“中华腹地山水名城”之
称的湖北省襄阳市，东濒汉江，西
靠焦枝铁路和 207 国道，装机容量
2600MW，华电湖北区域最大的火力
发电厂。公司始终把文明创建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开展系列富有特色的
文化创建活动，取得了骄人业绩，
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 ” 、“ 国 家 电 力 公 司 双 文明 单
位 ” 、“ 华 中 电 力 系 统 双 文明 单
位”、“湖北省级最佳文明单位”、
中国华电集团“文明单位”等荣誉
称号,2016 年公司摘得华电集团“五
星级”发电企业桂冠。

湖北华电西塞山发
电有限公司

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位 于 湖 北 省 黄 石 市美 丽 的 西 塞 山
麓，是一家中外合作（资）企业，
由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美亚黄
石电力有限公司、黄石市投资公司
投资设立。现有装机容量 2020MW，
一期 2 台 330MW 燃煤发电机组 2004 热能类
年投产，二期 2 台 680MW 超超临界 电厂化学
燃煤发电机组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热工自动化类
和 2014 年 3 月投产。2×330MW 机组
主要经济指标逐年刷新记录，在全
国火电大机组竞赛（国产 300MW 级）
中连续五年获奖，在湖北省内同类
型机组中独占鳌头，被中国投资协
会评为“优质投资项目”，是华电集
团“文明单位标兵”和五星级发电
企业。

本科及以上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黄石热
电厂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有限
公司旗下的国家大型发电企业，地
处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城区。1945 年
建厂，“一五”期间为中南地区第

本科及以上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
公司黄石热电厂

拟招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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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动类
热工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继电保护类
电厂化学类
计算机类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一大电厂。1995 年成为全国首批、
全 省 电 力 系 统 首 家股 份 制 改 造 企
业，2010 年企业改制为黄石热电厂。
企业先后有 100 多名职工荣获全国、
部省市各级劳模、先进，企业先后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华电
集团公司“四星级”发电企业、2013
年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和全
国 300MW 级火力发电可靠性金牌机
组等 300 多项各级先进荣誉称号，
创造了企业辉煌的历史。

湖北华电武昌热电
有限公司

湖北华电江陵发电
有限公司

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总
装机容量为 370MW，年发电量 16 亿
千瓦时，年供热量 180 万吉焦。公
司位于武汉市中心滨江商务区，武
昌燃机工程是湖北省调整能源结构
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武汉市实施
“冬暖夏凉”和环境改善等城市功
能提升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同时也
为改善和提高武汉市江南中心城区
的供电质量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撑
点。公司经过多年努力，
“武汉市优
秀企业”、“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文明单位”、“湖北省最佳
文明单位”等荣誉纷至沓来，并被
湖北公司列入“智能化发电厂品牌
打造工程”。
湖北华电江陵发电有限公司是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规划建设 2×660MW＋2×1000MW
燃煤机组。目前，一期工程#1 机组
即将进入整组启动阶段。公司项目
位 于 湖 北 省 荆 州 市江 陵 县 马 家 寨
乡，距离荆州市区 27 公里，地处蒙
西至华中铁路煤运通道与长江的交
汇处，紧邻规划建设的国家级荆州
煤炭储备基地，铁路、水路运输及
电力输送非常方便，具备建设大型
火电基地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
势。公司坚持人才强企理念，坚持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欢迎有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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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动类
热工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类
电厂化学类

热动类
热工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类
电厂化学类
计算机类

热动类
热工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继电保护类
电厂化学类
金属学类
机械类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年齐聚江电，逐梦江电。公司爱才、
惜才、用才，努力为员工提供成长
机会和公平的舞台。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
公司电力工程分公
司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电力工
程分公司主要负责华电湖北区域内
所属发电机组、新能源项目的检修
维护、技改工程、机组 C 修，并部
分承接机组的 A 修工程，以及西塞
山公司、江陵公司燃料运行维护。
公司主要从事业务范围：电力设备
检修维护、技术改造、安装、调试；
电站运营；电力物资经营、电力工
程监理和电力技术服务。公司成立
八年来，检修维护设备容量实现了
四倍增长。雄厚的资质和技术实力、
广阔的市场前景，加之国有企业规
范、系统的管理体系和新建单位的
创新活力，为公司事业的快速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员工成长、
成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公司将为
每一名员工提供长远的个人发展平
台和培训学习良机，实现个人与企
业同步发展、互助双赢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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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动类
热工自动化类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类

本科及以上

19、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是我
国第一家流域水电开发公司，经过 25 年发展，已成为水电、
火电、新能源、煤炭开发和经营管理的综合能源企业。目前
公司资产总额 651 亿元，拥有发电企业 14 家，总计发电装
机容量 1324.5 万千瓦（水电 869.5 万千瓦、火电 450 万千
瓦、光伏 5 万千瓦）。其中水电企业 8 家，分别是洪家渡（60
万千瓦）、东风（69.5 万千瓦）、索风营（60 万千瓦）、
乌江渡（128 万千瓦）、构皮滩（300 万千瓦）、思林（105
万千瓦）、沙沱（112 万千瓦）和清水河公司（35 万千瓦，
其中格里桥电站 15 万千瓦、大花水电站 20 万千瓦）；火电
企业 5 家，分别是大方（120 万千瓦）、塘寨（120 万千瓦）、
桐梓（120 万千瓦）、大龙（60 万千瓦）、毕节（30 万千瓦）；
光伏电站 1 家即贵州威宁新能源有限公司（5 万千瓦）。总
装机容量约占贵州省统调装机的 32%，是贵州省装机容量最
大的发电企业；拥有煤炭企业 2 家；拥有油气开发企业 1 家。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包括电气自动化技术、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包括继电保护）、热能与动力工程、
火电厂集控运行、热能与动力工程（水动方向）、水电站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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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备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化学（包括电厂化
学、应用化学）、经济学、会计（包括财务管理）、法学、工
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
联系人：张志宏
联系电话：0851-85784439
电子邮箱：704195868@qq.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位于贵州省黔西县与织金
县交界的乌江北源六冲河
洪家渡发电厂

下游，装机容量600MW（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继电保护、水利水

×200MW)，2004年7月18日

电工程

大专及以上

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
同年实现“一年三投”。
成立于1993年6月，地处贵
州省清镇市与黔西县交
界、三岔河与六冲河汇口
东风发电厂

下游，总装机容量695MW（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190MW+1×125MW)，主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

大专及以上

以运行发电和承担乌江公
司上游水电机组检修、试
验、水库及大坝监测为主。
成立于2005年6月，地处贵
州省黔西县、修文县交界
索风营发电厂

的乌江中游六广河段。装
机容量为600MW（3×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水
动方向）
、水利水电工程、工程管理

大专及以上

200MW）
1977年10月建厂，位于贵
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乌江
乌江渡发电厂

镇，总容量1280MW（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热动与动力工程（水

250MW1×30MW），主营以运

动方向）
、机电一体化

行发电和承担乌江公司下
游水电机组检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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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水库及大坝监测为主，是
集团公司水电人才培训基
地和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位于贵州省余庆县构皮滩
镇，总装机容量为3000MW
构皮滩发电厂

（5×600MW），2003年正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热动与动力工程（水

开工，2009年全部投产，

动方向）
、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创造了国产600MW 水轮发

化、法学

大专及以上

电机组“一年五投”的水
电建设佳绩。
位于贵州省思南县境内乌
江中游河段，2006年11月8
思林发电厂

日正式开工建设，2009年
成功实现“一年四投”
，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专及以上

装 机 容 量 为 1050MW （ 4 ×
262.5MW）
。
位于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境内乌江干流河段，
沙沱发电厂

2006年 5 月16日正 式开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热动与动力工程（水

建设，2013年全部投产发

动方向）

大专及以上

电，总装机容量为1120MW
（4×280MW）。
成立于2006年3月，位于贵
州省遵义市桐梓县，装机
桐梓发电公司

容量为1200MW（2×
600MW）
，2014年5月全部建

电气自动化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
化、电厂化学、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大专及以上

成投产。
成立于2007年8月，位于贵
塘寨发电公司

州省清镇市，装机容量为
1200MW（2×600MW）
，2013
年11月全部建成投产。

电气自动化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
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化学、会计学、经

大专及以上

济学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
济开发区境内，与湖南省
大龙发电公司

怀化、湘西地区、重庆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江地区毗邻，装机容量为

火电厂集控运行、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600MW（2×300MW），两台

财务管理、经济学

大专及以上

机组分别于2006年4月、10
月投产发电。
成立于2003年8月，位于贵
大方发电公司

州省大方县，装机容量为

电气自动化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火电

1200MW（4×300MW）
，2007

厂集控运行、应用化学

大专及以上

年11月全部建成投产。
毕节热电公司

成立于2006年7月，位于贵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

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装

机械专业、应用化学、机电一体化、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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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机 容 量 为 300MW （ 2 ×

管理、经济学

150MW）
，2009年7月全部建
成投产，是贵州第一家采
用大容量循环流化床锅炉
洁净煤发电技术的区域热
电联产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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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中
国华电集团公司的控股上市公司之一，也是贵州省唯一的电
力上市公司。公司于 2005 年 3 月在深交所上市，股票名称
“黔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2039，主要从事水电开发和生产
运行管理。
公司乘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东风，积极推进贵
州北盘江流域、乌江三岔河流域和芙蓉江流域大中小型水电
站的梯级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北盘江是贵州境内第二大河
流，该流域包括光照、董箐、马马崖(一级、二级)、善泥坡
等水电站；三岔河流域包括普定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芙
蓉江流域包括鱼塘、官庄、清溪、牛都等水电站。已投产装
机 3230.5MW。全资、控股、管理的单位共有 10 家，资产规
模达 169 亿元。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电气自动化技术、水
电站动力设备及管理等专业。
联系人：陈杨
联系电话：0851-8521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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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gzqydl@sina.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位于贵州省晴隆县境内，是贵州北盘江的
光照发电厂

“龙头”电站，装机 4×260MW，总装机容
量 1040MW，于 2008 年投产发电
位于贵州省贞丰县境内，是北盘江干流

董箐发电厂

（茅口以下）规划梯级的第三级，装机
4×220MW，总装机容量 880 MW，于 2009
年投产发电

学历要求

热能及动力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水动、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继电保护与

本科及以上

自动化

位于贵州省关岭县境内，是北盘江干流
（茅口以下）规划梯级的第二级，分为一
级水电站和二级水电站。2012 年 7 月，马
马马崖发电厂

马崖一级水电站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
委核准，电站装机 3×180MW+生态机组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通信工程

本科及以上

1×18MW，总装机容量 558MW，于 2015 年
投产发电
普定发电公司

引子渡发电厂

鱼塘水电站

清溪水电站

牛都电站

善泥坡水电站

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境内，装机 3×28MW，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总装机容量 84MW，于 1995 年投产发电

化、信息与通信工程

位于贵州省平坝县境内，装机 3×120MW，
总装机容量 360MW，于 2003 年投产发电

水利水电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通信

位于贵州省绥阳县境内，装机 2×14MW，
总装机容量 28MW，于 2009 年投产发电

算机信息管理

三本或大专

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
理、电气工程及其自

三本或大专

动化

位于贵州省正安县境内，装机 2×10MW，

通信工程、水电站动

总装机容量 20MW，2014 年投产发电

力设备及管理

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境内，由贵州西源发

水电站动力设备及管

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电站装机

理、通信工程、电力

2×90MW+生态机组 1×5.5MW，总装机容量

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

185.5MW，于 2015 年投产发电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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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

工程、水动

位于贵州省道真县境内，装机 2×37.5MW，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
总装机容量 75MW，于 2005 年投产发电

本科及以上

三本或大专

三本或大专

21、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16.6 亿元，全面负责华电集
团公司在陕西区域内的电力、煤炭、新能源及其他项目的开
发、建设和运营工作，承担经营发展责任、经济安全责任和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截止 2017 年 9 月底，陕西公司发
电装机容量 537.3 万千瓦，占陕西电网统调总装机容量的
17.53%，居五大发电集团在陕装机容量第 2 位。目前管理企
业 11 家。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化等专业。
联系人：贾堃
联系电话：029-88121623
电子邮箱：hdsxzp.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
华电集团在陕西投资建设的最大火力发
蒲电公司

电企业，位于陕西省蒲城县孙镇，距西安
140 公里，紧邻西延铁路和京昆高速公路。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大专及以上

公司总装机容量 2700MW。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榆横发
榆横发电厂

电厂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乡马

热能与动力工程

扎梁村，由华电煤业和榆林矿业共同出资

自动化

组建。总装机 132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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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22、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3 月，是中国华
电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热力生产
和供应，新能源开发，电力工程以及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截
止 2017 年底，总装机 634.2 万千万，其中火电 373.5 万千
瓦，风电 208.7 万千瓦，光伏 40 万千瓦，水电 12 万千瓦，
通过近几年的结构调整，已发展成为融合多个板块的新型综
合能源公司。目前新疆公司管控企业达 15 家，职工总数 4242
人。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安康杯”
竞赛优胜企业，自治区文明单位、自治区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先进单位。
新疆公司2018年计划招聘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电力系统自动化、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集控运行、热工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
程、生产过程自动化、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水利水电工
程等专业。
联系人：胡小梅、马衣努
联系电话：0991-4882021
电子邮箱：mayinuer@chd.com.cn
三、招聘专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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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红雁池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系华电
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内核电厂，是首府乌鲁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
木齐总装机容量最大的热电联产企业，装

红雁池电厂

本科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机容量 800 兆瓦、年发电能力达 55 亿千
瓦时，供热能力达 1700 万平方米。
鲁木齐热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

工业园内，2007 年 10 月 30 日注册成立， 动化、电力系统继电

乌鲁木齐热电厂

装机容量 600 兆瓦，系华电新疆发电有限

保护与自动化、热能

公司内核电厂。

与动力工程

本科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位于
昌吉市，距乌鲁木齐市中心 35 公里，一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

集控运行、电厂热能
期项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昌

昌吉热电厂

本科
动力装置

吉市“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的电源项目，
现装机容量 660MW。
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现有火
电装机容量 800MW,分别为 2×50MW 热电
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

热工自动化、生产过
联产机组和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

责任公司

大专及以上
程自动化、财务管理

组，并担负着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一
市两县”的 1400 万平米的集中供暖任务。
新疆华电哈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哈
新疆华电哈密热电有限

密市西郊火石泉，是一个以发电、供热为

责任公司

支柱产业的综合能源公司，目前总装机容

集控运行

量为 29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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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新疆华电和田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和田水电）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正式注
册成立。和田水电总装机容量 7.5
（2*3.5+2*0.25）万千瓦，距和田市约 63
新疆华电和田水电有限
责任公司

水利水电工程、机械
公里。2 号机组于 2015 年 8 月投产发电，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1 号机组于 2016 年 05 月投产发电。此外

化、电气自动化技术、

大专及以上

电力系统自动化
归和田水电代管的新疆华电和田光伏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新疆策勒县，装机容
量 2*20MWp，分别于 2013 年 8 月和 12 月
并网发电。
新疆华电沙尔布拉克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6 月，主要负责阿勒泰地
区水、风、光电源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沙
尔布拉克水电位于喀拉额尔齐斯河下游，
新疆华电沙尔布拉克水

距富蕴县城约 60km,此电站是华电新疆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有限公司在疆开工建设的第一个水电
项目，装机容量 3*16.67MW，电站实行无
人值班（少人值守），控制中心在富蕴县
城及乌鲁木齐市，电站于 2013 年年底投
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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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
理、水利水电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电气自动化技
术

大专及以上

23、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称“甘肃公
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2016 年 11 月 17 日，更名
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公司）。按照授权甘肃公司负
责集团公司在甘肃、青海区域风电、光伏、分布式及热电等
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生产运营等管理。甘肃公司
目前实行“一套人马，若干块牌子”的管理模式，甘肃公司
现下辖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甘肃华电福
新能源有限公司、华电格尔木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嘉
峪关新能源有限公司、甘肃靖远航天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主要从事的业务有新能源企业经营规划、前期项目、
市场营销；电力的投资、建设、经营、营销和管理；风力发
电物资、设备采购；新能源设备电气检试验、油品化验等业
务。截止目前，已投运装机容量 210 万千瓦(其中风电 175
万千瓦，光伏 35 万千瓦）。
甘肃公司新能源生产管理实行全面集约化管控体系，实
现了信息化、自动化和流程化，现有的远程监控中心为甘肃
省第一家两化融合单位。另外，还在行业内较早开展了故障
在线监测、风光功率预测等多项先进技术的应用，获得了多
项应用成果和较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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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系统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及自动化等专业。
联系人：李娜
联系电话：0931-8377786
邮箱：chdneln@163.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分公
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2016

电气系统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其以上

机电一体化

专科及其以上

自动化

专科及其以上

年 11 月 17 日更名为中国华电集团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甘肃公司。按照授权甘肃

甘肃公司

公司负责集团公司在甘肃、青海区
域风电、光伏、分布式及热电等新
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生产
运营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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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华电广西能源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广西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改制成立，是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辖二级单位，负责华电集团在广西区
域的电力及相关能源产业投资开发、建设及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购售电（热）业务、基地建设等。目前公司管理的新能
源发电企业 2 家，装机容量 12.92 万千瓦。已开展前期工作
和规划的项目共计 35 个，规划容量 306.8 万千瓦，2017 年，
完成 2 个风电项目核准，开工建设 1 个；2018 年建成投产一
个风电项目，开工建设 2 个风电项目。公司坚持以人为本，
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始终致力于把公司建设成为华电
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和基地。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工程造价等专业。
联系人：邓玮玮
联系电话：15577134119
电子邮箱：272371999@qq.com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华电南宁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华电南宁新能源有
限公司

成立，主要负责华电南宁江南分布式能源站
项目的建设运营以及后续清洁能源项目的开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

发工作。公司在管理江南能源站的同时，还
负责风电南宁马山杨圩一期（4.09 万千瓦）、 材料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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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柳州融安白云岭一期（4.84 万千瓦）、柳州三
江八江一期（4.91 万千瓦）项目的开发建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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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

本科

自动化技术

专科

自动化技术

专科

集控运行

专科

25、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
招聘简介
一、公司简介：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深化煤炭运
营体系改革组建成立的专业公司，是华电集团燃料集约采购
管理职能的延伸和支撑，是华电集团煤炭运营的专业化公司
和实施主体。公司拥有煤炭经营资质和煤炭进出口权，负责
华电集团 12 个集约采购区域所属燃煤发电企业的采购供应
和营销等相关工作。公司内设综合管理部、计划发展部、人
力资源部、财务资产部、政治工作部、供应管理部、采购管
理部、物流调运部等 8 个部门，下设山东、湖北、江苏、福
建、宁夏、安徽、河南、河北、湖南、山西、陕西、内蒙、
秦皇岛等 13 个分公司。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坚持服务大局、降低成
本、创造价值，坚持创业、创造、创新精神，与神华、中煤、
同煤、阳煤、兖矿、山能、陕煤化等大型煤炭企业，着力构
建低成本、规模化、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与招商局物
流集团等大型煤炭运输企业，着力构建长期稳定、信息共享
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煤炭购销量 1 亿吨/
年。
面向未来，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将深入贯彻
落实 中央“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战略思想，全面落实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决策部署，以降低单位燃料成本为中心，
63

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主线，牢固坚持集约化、专业化、
市场化原则，牢固坚持对内服务运营降成本、对外整合资源
增效益，持续深化煤炭运营体系改革，充分发挥燃料集约采
购优势，全力打造集约采购、供应保障、物流发展、成本控
制“三位一体”战略布局，长期稳定可持续控制和降低燃料
成本，确保集团公司集约采购区域单位燃料成本低于同行业
平均水平，努力构建集团公司煤电产业相对竞争优势，大力
建设行业领先、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燃料物流公司。
二、2018 年招聘计划
公司所属分公司拟招聘煤炭物流或运输管理、商业（销
售）管理、电商信息自动控制业务（设计开发）、供应链金
融、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经济管理等专业。
联系人：杨敏
联系电话：18519703577
电子邮箱：min-yang@chd.com.cn
三、招聘专业信息
公司名称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
物流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
物流有限公司陕西
分公司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
物流有限公司内蒙
古分公司

公司简介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是资源侧分公司，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主要
负责落实山西区域煤炭资源开发、组织发运

商业（销售）管理

本科

电商信息设计开发

本科

供应链金融

本科

和销售。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是资源侧分公司，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主要
负责落实陕西区域煤炭资源开发、组织发运
和销售。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是资源侧分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主要负责落实内蒙古区域煤炭资源
开发、组织发运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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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集团北京燃料
物流有限公司秦皇
岛分公司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
物流有限公司福建
分公司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秦皇岛分公
司是资源侧分公司，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主要负责落实经北方港口下水煤炭资源开

市场营销国际贸易

本科

物流管理

本科

发、组织发运和销售。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是资产侧分公司，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主要
负责落实福建、广东、广西区域系统内燃煤
电厂煤炭供应，以及进口煤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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