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岗位类型 岗位编码 岗位名称 学历要求 人数 专业要求 工作地点

1 WLMQ202103101 乌鲁木齐车务段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5 乌鲁木齐车务段辖区

2 WLMQ202103102 哈密车务段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3 哈密车务段辖区

3 WLMQ202103103 奎屯车务段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6 奎屯车务段辖区

4 WLMQ202103104 乌鲁木齐站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乌鲁木齐站辖区

5 WLMQ202103105 乌鲁木齐西站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 乌鲁木齐西站辖区

6 WLMQ202103106 阿拉山口站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阿拉山口站辖区

7 货运 WLMQ202103107 乌鲁木齐货运中心货运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1 乌鲁木齐货运中心辖区

8 车站客运 WLMQ202103108 乌鲁木齐站车站客运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1 乌鲁木齐站辖区

9 WLMQ202103109 乌鲁木齐客运段客运乘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3 乌鲁木齐客运段辖区

10 WLMQ202103110 库尔勒客运段客运乘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库尔勒客运段辖区

11 WLMQ202103111 乌鲁木齐机务段机务乘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3 乌鲁木齐机务段辖区

12 WLMQ202103112 库尔勒机务段机务乘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 库尔勒机务段辖区

13 WLMQ202103113 乌鲁木齐机务段机务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及以上 8 乌鲁木齐机务段辖区

14 WLMQ202103114 哈密机务段机务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7 哈密机务段辖区

15 WLMQ202103115 库尔勒机务段机务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8 库尔勒机务段辖区

16
客车运用

检修
WLMQ202103116 乌鲁木齐车辆段客车运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及以上 11 乌鲁木齐车辆段辖区

17 WLMQ202103117 乌鲁木齐西车辆段货车运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17 乌鲁木齐西车辆段辖区

18 WLMQ202103118 库尔勒车辆段货车运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5 库尔勒车辆段辖区

客运乘务

机务乘务

机务检修

货车运用
检修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度招聘院校毕业生岗位信息表（三）

安全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测控技
术与仪器；测绘工程；车辆工
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
与智能控制；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工
程造价；轨道交通信号与控
制；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焊
接技术与工程；机械电子工
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建筑学；交通工
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交
通运输；金属材料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通信工程；土木工程；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微机电系统工
程；物流工程；物流管理；信
息工程；应用物理学；自动化

车务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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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LMQ202103119 乌鲁木齐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34 乌鲁木齐工务段辖区

20 WLMQ202103120 乌鲁木齐高铁基础设施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12 乌鲁木齐高铁基础设施段辖区

21 WLMQ202103121 工务机械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7 工务机械段辖区

22 WLMQ202103122 哈密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1 哈密工务段辖区

23 WLMQ202103123 奎屯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7 奎屯工务段辖区

24 WLMQ202103124 库尔勒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 库尔勒工务段辖区

25 WLMQ202103125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辖区

26 WLMQ202103126 若羌基础设施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 若羌基础设施段辖区

27 WLMQ202103127 乌鲁木齐电务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及以上 5 乌鲁木齐电务段辖区

28 WLMQ202103128 哈密电务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5 哈密电务段辖区

29 WLMQ202103129 库尔勒电务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7 库尔勒电务段辖区

30 WLMQ202103130 喀什基础设施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6 喀什基础设施段辖区

31 WLMQ202103131 若羌基础设施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 若羌基础设施段辖区

32
电务（通

信）
WLMQ202103132 乌鲁木齐通信段电务（通信）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及以上 7 乌鲁木齐通信段辖区

33 WLMQ202103133 乌鲁木齐供电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及以上 13 乌鲁木齐供电段辖区

34 WLMQ202103134 哈密供电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4 哈密供电段辖区

35 WLMQ202103135 乌鲁木齐高铁基础设施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及以上 3 乌鲁木齐高铁基础设施段辖区

36 WLMQ202103136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辖区

37 WLMQ202103137 若羌基础设施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5 若羌基础设施段辖区

工务

电务（信
号）

供电

安全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测控技
术与仪器；测绘工程；车辆工
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
与智能控制；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工
程造价；轨道交通信号与控
制；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焊
接技术与工程；机械电子工
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建筑学；交通工
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交
通运输；金属材料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通信工程；土木工程；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微机电系统工
程；物流工程；物流管理；信
息工程；应用物理学；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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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LMQ202103138 乌鲁木齐房产公寓段土木工程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10 乌鲁木齐房产公寓段辖区

39 WLMQ202103139 库尔勒房产公寓段土木工程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9 库尔勒房产公寓段辖区

40 WLMQ202103140 乌鲁木齐铁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土木工程专业技术岗位 本科 2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铁道工程

乌鲁木齐铁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辖区

41 WLMQ202103141 乌鲁木齐铁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建筑专业技术岗位 本科 4 乌鲁木齐铁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辖区

42 WLMQ202103142 新疆新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筑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新疆新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辖区

43 WLMQ202103143 新疆新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筑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1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新疆新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辖区

44 电子信息 WLMQ202103144 新疆新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电子信息操作技能岗位 本科 2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新疆新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辖区

45 车务运转 WLMQ20210201 库尔勒车务段车务运转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0 库尔勒车务段辖区

46 WLMQ20210202 库尔勒车务段车务调车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库尔勒车务段辖区

47 WLMQ20210203 阿拉山口站车务调车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阿拉山口站辖区

48 WLMQ20210204 库尔勒货运中心货运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2 库尔勒货运中心辖区

49 WLMQ20210205 喀什货运中心货运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 喀什货运中心辖区

50 车站客运 WLMQ20210206 阿拉山口站车站客运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阿拉山口站辖区

51 WLMQ20210207 哈密机务段机务乘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2 哈密机务段辖区

52 WLMQ20210208 库尔勒机务段机务乘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30 库尔勒机务段辖区

53 WLMQ20210209 乌鲁木齐机务段机务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1 乌鲁木齐机务段辖区

54 WLMQ20210210 哈密机务段机务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1 哈密机务段辖区

55 WLMQ20210211 库尔勒机务段机务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5 库尔勒机务段辖区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
与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工程建筑
工程造价

车务调车

机务检修

交通运输类；装备制造类；土
木建筑类；电子信息类；能源
动力与材料类；水利类；化工
类；资源环境与安全类等大类
的理工类相关专业

货运

机务乘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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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WLMQ20210212 乌鲁木齐西车辆段货车运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57 乌鲁木齐西车辆段辖区

57 WLMQ20210213 库尔勒车辆段货车运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4 库尔勒车辆段辖区

58 WLMQ20210214 乌鲁木齐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6 乌鲁木齐工务段辖区

59 WLMQ20210215 哈密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8 哈密工务段辖区

60 WLMQ20210216 奎屯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3 奎屯工务段辖区

61 WLMQ20210217 库尔勒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9 库尔勒工务段辖区

62 WLMQ20210218 阿克苏工务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阿克苏工务段辖区

63 WLMQ20210219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8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辖区

64 WLMQ20210220 若羌基础设施段工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2 若羌基础设施段辖区

65 WLMQ20210221 哈密电务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哈密电务段辖区

66 WLMQ20210222 库尔勒电务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3 库尔勒电务段辖区

67 WLMQ20210223 乌鲁木齐高铁基础设施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乌鲁木齐高铁基础设施段辖区

68 WLMQ20210224 喀什基础设施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4 喀什基础设施段辖区

69 WLMQ20210225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电务（信号）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5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辖区

70
电务(通

信）
WLMQ20210226 乌鲁木齐通信段电务（通信）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9 乌鲁木齐通信段辖区

71 WLMQ20210227 乌鲁木齐供电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0 乌鲁木齐供电段辖区

72 WLMQ20210228 哈密供电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6 哈密供电段辖区

73 WLMQ20210229 库尔勒供电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0 库尔勒供电段辖区

74 WLMQ20210230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6 阿勒泰基础设施段辖区

75 WLMQ20210231 若羌基础设施段供电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 若羌基础设施段辖区

76 土木工程 WLMQ20210232 库尔勒房产公寓段土木工程操作技能岗位 大专（高职） 18 库尔勒房产公寓段辖区

电务（信
号）

供电

货车运用
检修

工务

交通运输类；装备制造类；土
木建筑类；电子信息类；能源
动力与材料类；水利类；化工
类；资源环境与安全类等大类
的理工类相关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