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宁夏建投2022年集中招聘需求信息表

报名通道1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1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951-6734278

71

分公司财务 5 财务管理、会计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分公司综合行
政

10
行政管理、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韩语方向、法学、思
想政治教育、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较高公文写作能力优先；有韩国留学经历
者优先。

工程技术1 55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管理、市政工程、工程管理、水利水
电工程、工程造价、建筑经济管理、BIM方向、环境设计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金属材料工程、
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建造师执业资格或七大员证书优先；有相
关工作经历者优先；具备长期从事项目一线工
作的适应能力。

工程技术2 1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施工现场起重工证；具备长期从事项目一
线工作的适应能力。

2

宁夏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951-8305710

14

宁夏大力岩土
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员
4 岩土工程、测量工程或工程测量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宁夏建设投资
集团岩土工程
有限公司
技术员

1 岩土工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宁夏建设投资
集团岩土工程
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专员

1 工商管理类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可接受区外
工作。

宁夏建设投资
集团岩土工程
有限公司
出纳

1 财务会计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1.可接受区外工作；
2.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常见的财务软件，
具备团队合作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宁夏地质工程
勘察有限公司

技术员

2 化学分析或地质试验测试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
作。

2 水工环地质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
作。

宁夏工程物探
勘察研究院有

限公司
技术员

1 工程物探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从事本专业3年以上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系
列中级及以上职称，具有管线探测实际工作经
历，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1 水文地质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从事本专业5年以上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系
列中级及以上职称，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宁夏大地地质
勘查有限责任

公司
项目负责人

1 土地资源管理、工程地质勘查、测绘类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有6年及以上
相关工作经历，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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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通道1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3

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951-3086939

1
企划营销部  

科员
1 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1.具有工程系列初级及以上职称，且持有房地
产行业国家注册资格证书或相应资格证书人
员；
2.2年以上房地产行业工作经历，熟悉房地产
销售业务相关流程，能够独立承担楼盘销售策
划、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等较为复杂的工作任务
。

4

宁夏建投城市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联 系 人：蔡女士
联系电话：0951-3802809

8

出纳 1 财务、会计、财务会计与审计、金融学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会计系列初级
及以上职称优先。

电梯维保人员 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或土木工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8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工程系列初级
及以上职称优先。

消防安全员 1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持有建构（筑）物消
防员四级及以上证优先。

物业维修工 3 建筑工程与技术、土木工程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物业管理员 1 物业管理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5

宁夏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高女士
联系电话：0951-5983894

1 物资供应岗 1 物流管理、金融、会计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熟练应用Office办公软件。

6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951-3800867

2

化验员1 1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分析等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工作环境艰苦，可接受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化验员2 1 医学检验技术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有生物化学检验、实验室管理、微生物学检
验相关经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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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通道1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7

宁夏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0951-8309092

5

系统架构师 1 计算机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
应往届均可

1.能对分布式常用技术进行合理应用，解决问
题；
2.精通网络编程，熟悉HTTP，TCP/IP协议；
3.对数据库的基本理论和内部实现机制有深刻
的理解，能够熟练应用MySQL/NoSQL，有实际
大数据量的数据库设计经验；
4.熟悉缓存技术，网站优化，服务器优化，集
群技术处理、网站负载均衡、系统性能调优等
软件编程高级技术；
5.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熟悉业务抽象和数据
模型设计，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对解决具有挑战性问题充满激情；
6.知识面广，思路开阔，创新能力强，对新技
术持有敏感性并愿意致力于新技术的探索和研
究；
7.具有相关工作五年以上经验者优先。

软件开发
工程师

1 计算机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
应往届均可

1.熟悉java、php或C#开发语言中的一种以
上；
2.熟悉javascript、ajax、css、jquery或vue
等前端技术；
3.熟悉使用maven\git等项目管理工具；
4.熟悉Nginx、Redis等工具的使用；
5.能熟练编写sql语句，熟悉Oracle、MySql、
MsSql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使用和配置及优
化；
6.具有良好的代码编写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较
强、责任心强、有团队合作精神；
7.具有从事软件开发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

3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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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通道1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8

四川伟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951-3100291/
          18391236667

26

安全员 3 公路工程管理、安全工程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造价员 2 工程造价、工程造价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技术员 3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公路工程管理相
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合同管理员 3 公路工程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3年及以上高速公路工程计量或合同管理
工作经验者优先。

黑白站管理工
程师

3 公路工程、车辆工程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4年及以上高速公路工程管理工作经验者
优先。

项目经理 2
公路工程管理、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相
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公路或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持有注册的公路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证书、公
路工程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要求担任
过1条高速公路路面工程项目经理，具有5年以
上路面施工经验。

项目总工程师 3
公路工程管理、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相
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公路或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具有3年以上公路工程施工经验，作为项目总
工程师或项目副经理至少完成过1个新建高速
公路工程施工项目。

安全工程师 2 公路工程管理、安全工程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3年及以上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
理经验且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优先。

造价工程师 1 工程造价、工程造价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3年及以上高速公路工程造价或工程造价
管理经验优先。

路面工程师 3 公路工程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3年及以上高速公路工程管理工作经验优
先。

法务专干 1 法学、法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3年及以上工作经历优先。

合计 1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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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建投2022年集中招聘需求信息表

报名通道2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1

宁夏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951-3074739

130

管理 15 财会、人力资源管理、文秘、汉语言文学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人力资源管理、文秘、汉语言文学专业须为中
共党员。

工程技术1 95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经济管理、给排水与采暖通风工程、
给排水工程、安装工程、机电一体化、市政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水利水电建筑工程、计算机工程、信息化
工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工程技术2 20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经济管理、安装工程、机电一体化、
市政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大专 应往届均可

2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951-8933686

125

财会 8 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综合行政 3
汉语言文学、文秘、文秘学、新闻学、思想政治教育、中
国共产党党史、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电子信息类等相
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中共党员优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须为中共党
员。

工程技术1 78

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
电气工程管理、机械工程、工程造价、水利与交通工程、
给排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园林工程、BIM方向、环境设计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从事建筑施工管理类相关工作，工作地点随项
目地点变化，需常住项目工地。

工程技术2 36

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电气技术、机械电子工程、工程造价、给
排水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卫生工程
技术、水工业技术、园林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技术、电
子信息类等相关专业

大专 应往届均可

1.持有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或具备工程系列
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优先;
2.从事建筑施工管理类相关工作，工作地点随
项目地点变化，需常住项目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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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通道2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3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951-3086926

91

党务专干 3
中国语言文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新闻传播学类相关
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中共党员

法律事务 1 法学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中共党员优先

综合行政 3
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人力资源管理、电子信息类等相
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中共党员优先

造价员 6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预算管理、土
木工程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相关工作经历，持有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优先
。

资料员 1 工程管理、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1.持有工程资料员证，且具有3年以上工程资
料管理工作经历优先；
2.能独立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的资料交付；
3.熟练使用CAD等绘图软件。

工程技术1 57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焊接质量检测技术、工程管理、水利
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农业水利工程、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电机电器智能化、给水排水工程、工业与民
用建筑、结构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技术、道
路与桥梁工程、给排水与通风采暖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城乡规划、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土建工程、城
市燃气工程、建筑节能技术与工程、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或具备工程系列高
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工程技术2 7

建筑工程、建筑经济管理、工程管理、工业与民用建筑、
结构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技术、道路与桥梁
工程、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给排水与通风采暖工程、城市
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土建工程、城
市燃气工程、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建筑节能技术与工程、
环境监察、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

大专 应往届均可
持有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或具备工程系列高
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劳务员 5 工商管理类、金融学类、经济学类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有财务工作经历优先

安全员 8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安全员证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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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通道2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4

宁夏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武先生
联系电话：0951-6882633

15

工程技术1 11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工程技术2 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工程技术3 2 给排水与采暖通风工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5

宁夏慧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2092009

26

行政人员 1 应用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备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与能力，具有较
强的员工情绪压力管理与疏导经验。

会计 1 财务会计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中共党员优先

监理员1 18 土木类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监理员2 2 给排水工程技术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监理员3 2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监理员4 2 安全工程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6

宁夏慧源建设工程研究院
（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0951-8933632

5

技术员 2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给排水与采暖通风工
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1.持有注册一级消防工程师证；                                   
2.具有工程系列（电气、暖通专业）中级及以
上职称或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检测试验1 1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具有工程系列（化学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检测试验2 2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或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二级建造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或具
有工程系列（建筑专业）中级职称并有5年以
上检测经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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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通道2

序号
招聘单位及
联系方式

招聘人数

岗位需求 资格条件

岗位 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应/往届毕业生 其他条件

7

宁夏建设投资集团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曹先生
联系电话：0951-2093103

2

工程技术1 1 建筑工程技术类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优先。

工程技术2 1 室内艺术设计类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有残疾证者优先。

8

宁夏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冯女士             
联系电话：0951-6110295

18

财务 1 会计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工程技术1 11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业与民用建筑、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给排水与采暖通风工程、建筑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持施工员证、安全员证、质检员证优先。

工程技术2 4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业与民用建筑、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给排水与采暖通风工程、建筑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大专 应往届均可

综合行政 2 人力资源管理 大专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9

宁夏农业科教仪器物资有限
公司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951-6720208

3

经营管理部 1 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工程管理部 1 土木工程或工程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能够从事野外工作，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优先。

市场开发部 1 采购管理、物流管理或供应链管理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应往届均可 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合计 415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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