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需求岗位 人数 年龄 学历 教育专业 岗位职责 经验及技能要求 招聘方式 工作地点 薪酬待遇

1 管理培养生-法务方向 3 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法学、法律相关专业优先

轮岗至集团本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事
业部进行多岗位锻炼，从事党务、财
务、行政、人事、投融资、法务、审
计等岗位业务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3.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4.在校期间为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
毕业生、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
家、省市、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
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玉溪、湖南永
兴、山东东营、上
海、云南呈贡（马
金铺）

综合年薪13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2 管理培养生-审计方向 2 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财务、审计、会计学相关专业优
先

轮岗至集团本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事
业部进行多岗位锻炼，从事党务、财
务、行政、人事、投融资、法务、审
计等岗位业务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3.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4.在校期间为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
毕业生、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
家、省市、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
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玉溪、湖南永
兴、山东东营、上
海、云南呈贡（马
金铺）

综合年薪13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3 管理培养生-人力资源方向 2 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人力资源、经济、金融、工商管
理相关专业优先

轮岗至集团本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事
业部进行多岗位锻炼，从事党务、财
务、行政、人事、投融资、法务、审
计等岗位业务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3.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4.在校期间为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
毕业生、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
家、省市、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
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玉溪、湖南永
兴、山东东营、上
海、云南呈贡（马
金铺）

综合年薪13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4 管理培养生-财务方向 2 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财务、会计学、经济类相关专业
优先

轮岗至集团本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事
业部进行多岗位锻炼，从事党务、财
务、行政、人事、投融资、法务、审
计等岗位业务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3.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4.在校期间为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
毕业生、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
家、省市、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
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玉溪、湖南永
兴、山东东营、上
海、云南呈贡（马
金铺）

综合年薪13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5 管理培养生-纪检方向 1 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法学、审计、纪检监察等相关专
业优先

轮岗至集团本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事
业部进行多岗位锻炼，从事党务、财
务、行政、人事、投融资、法务、审
计等岗位业务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3.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4.在校期间为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
毕业生、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
家、省市、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
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玉溪、湖南永
兴、山东东营、上
海、云南呈贡（马
金铺）

综合年薪13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6 研究员 14 35岁及以下 博士
材料、冶金、化学、化工、工业
催化相关专业优先

1.新产品、基础应用技术开发；
2.国家级、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申
报；
3.根据实际项目申报完成课题研究。

1.具有科研项目经验以及独立开展研发项
目能力；在研究领域成绩显著或起骨干作
用、具有发展潜能的优秀年轻博士人才；
能够用英文进行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
2.具有主持省部级、国家级科研项目或作
为技术骨干、主要成员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课题。

云南昆明

综合年薪30万元以上；
安家费20万元以上；购
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节
假日和生日福利、健康
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7 研发技术岗 27 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材料、冶金、化学、化工、工业
催化相关专业优先

1.协助项目负责人进行项目申报、项
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结题验收等
相关工作；
2.负责新产品工艺设计、试制、检测
等新产品开发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和理论知识，具有科
研项目经验；
3.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4.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5.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昆明、呈贡
（马金铺）、玉溪
易门

综合年薪13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8 工程技术岗 23 30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材料、冶金、化学、化工、工业
催化、自动化、机械、机加工相
关专业优先

1.生产工艺的技术指导与改进；编
制产品计划，规划设计技术的协调
、接口等；
2.配合产品设计各阶段评审、验证
和确认；                    3.
负责产品设计、鉴定全过程的标准
化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和理论知识；
3.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4.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5.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呈贡（马金
铺）、玉溪易门、
湖南永兴、上海

综合年薪10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9 分析检测岗 6 30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材料、化学、化工相关专业优先

1.负责实施对所操作设备及实验室的
日常管理及使用工作；
2.负责研发及建立分析测试新技术新
方法工作；
3.负责实施质量体系运行、环境和安
全管理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3.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具有科研
实践经历的优先。
4.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5.具备良好的动手能力，熟练使用办公软
件，具备化工化学及计算机应用基础知
识；
6.能够适应不同环境工作，并可以快速进
行适应学习。

校园招聘
云南呈贡（马金
铺）、玉溪易门、
湖南永兴、上海

综合年薪10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10 市场营销岗 5 30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材料、化工、冶金相关专业优先

1.负责协助部门负责人，拓展贵金属
采销渠道
2.负责贵金属采销客户关系的维护与
资料整理
3.协助部门负责人完成营销设定目标
及其他临时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3.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4.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5.有市场调研经验并形成分析报告者优
先；
6.有统计学知识，可以建模分析者优先；
7.沟通能力好，责任心强，执行力强，能
服从工作安排，熟练办公软件。

校园招聘
云南呈贡（马金
铺）、玉溪易门、
湖南永兴、上海

综合年薪10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11 综合管理岗 3 30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财务、经济类、行政管理、文秘
相关专业优先

1.负责公司办公会议组织，材料撰
写；                           2.
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相关业务工作；
3.负责公司党建、基层支部工作；
4.协助贵金属交易信息管理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3.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4.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呈贡（马金
铺）、玉溪易门、
湖南永兴、上海

综合年薪10万元以上；
购买六险两金；发放8个
节假日和生日福利、健
康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岗位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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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岗位计划表

12 生产操作岗 48 25岁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材料、冶金、化学、化工、机械
、机电、自动化相关专业优先

1.根据生产计划负责产品生产；
2.负责设备日常管理、保养；
3.负责部门新产品试制和项目实验辅
助工作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3.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
六级；大专学历通过英语A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4.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校园招聘
云南呈贡（马金
铺）、玉溪易门、
湖南永兴、上海

综合年薪8-10万元以
上；购买六险两金；发
放7个节假日和生日福利
、健康体检福利；周末
双休、节假日休息

13 经营辅助岗 8 30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材料、化学、冶金、机械类、财
务相关专业优先

日常产品加工过程巡检、后勤服务、
库房管理、生产器材保障；产品包
装，产品进出货管理；公司贵金属、
设备、人员安全巡检

1.2022届应届毕业生（含2021年毕业择业
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2.毕业生GPA排名或综合成绩排名一般达
到所在班级前50%的优先录用，
3.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
六级；大专学历通过英语A级；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的优先录用；
4.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有
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及获得国家、省市、
行业奖项，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5.金属加工及过程控制、库房管理、后勤
保障管理、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技能。

校园招聘
云南呈贡（马金
铺）、玉溪易门、
湖南永兴、上海

综合年薪8万元以上；购
买六险两金；发放7个节
假日和生日福利、健康
体检福利；周末双休、
节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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