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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批高校

毕业生招聘公告

国电电力2022年第一批特招、直招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已启动，欢

迎各位高校毕业生应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简介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95）是国家能源集团控

股的核心电力上市公司和常规能源发电业务的整合平台，产业涉及火

电、水电、风电、光电、煤炭、化工等领域，为全国第二大电力上市公

司。截至2021年6月底，公司资产总额3450.28亿元，控股装机容量

8239.79万千瓦，控制煤炭资源储量28亿吨，公司总股本196.50亿股。

二、资格条件

（一）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统招统分应届毕业生；回国（境）后初次

就业且具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派遣资格的国（境）外留学生。

（二）本科及以上学历, 且取得相应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综合素质好，身体健康，能满足岗位

工作要求。

三、招聘岗位

本次招聘覆盖国电电力所属32家子分公司的生产、科研、管理岗

位，面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采矿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管理学等学科优秀人才，计划招录92

人。

四、时间安排

（一）网上报名：9月15日—10月15日

（二）校园宣讲：9月15日—10月15日

五、应聘程序

（一）系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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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 询 职 位 。 登 陆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人 力 资 源 招 聘 网 站

（https://zhaopin.chnenergy.com.cn）校园招聘栏查询岗位信息。

2.注册简历。实名注册，并填写个人简历。

3.应聘职位。每名毕业生仅可应聘1个岗位，请慎重选择。如需更换

岗位，须取消前次应聘，再发送新的求职申请。

（二）校园宣讲

国电电力将赴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东北电

力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沈阳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院校进行宣

讲。

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各高校疫情防控要求另行通知，敬请关注。

（三）面试录取

1.一流学科人才特招。面向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或QS世界大学

2022年度排名前100名的国外高校和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直接面试录取

一批取得研究生学历的优秀应届毕业生。

2.重点专业人才直招。面向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电力、煤炭行

业重点院校，直接面试录取一批符合主业急需岗位要求，取得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优秀应届毕业生。

（四）面试方式。采用现场集中或在线集中方式，面试时间及地点

另行通知。

（五）签订协议。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签订就业协

议。

（六）入职报到。毕业生报到时应提供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学位

证、户口迁移证、人事档案等相关材料。

六、注意事项

（一）应聘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填写简历信息，并对所提供信息真

实性负责。如有虚假信息，取消毕业生应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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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批未能录用的毕业生，可报名参加第二批统招，具体招

聘岗位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三）国电电力不组织应聘前培训活动，也不以任何形式向应聘人

员收取报名、培训等费用，请应聘人员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四）浏览网页时，推荐您使用IE11及以上浏览器或360浏览器。技

术支持热线电话：010-5733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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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企业介绍及招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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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电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是经国家能源集团公司批准，于2021年3月23日重组成立，目前

正处于筹建阶段。管理国能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国能

华北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国能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根据

集团公司安排或授权，协助开展电力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提供技术、人

才、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承接集团公司内部电力工程项目服务；承担北

京国电电力所属项目工程建设管理职责。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技术研发

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

源科学与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

程与智能控制/电气自

动化技术

1 博士研究生 北京

智慧工程建设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

工程与智能控制/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

1 博士研究生 北京

国能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原电力工业部所属龙源电力集团控股、联合

全国近30家电科院(所)联合投资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集团公司内

部唯一具有电力工程总承包壹级资质的电站总承包服务平台，具备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工程设计电

力行业（火力发电、新能源发电）专业乙级资质、电力工程监理乙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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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招标代理甲级资质、工程咨询丙级资质，技术和产品进出口资格，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授权专利97项。主要业务板块涵盖火电及新

能源EPC、电厂技改型供热改造与煤场及输煤系统改造、监理、工程咨询

及设计等。公司现有专业的施工、设计、策划和技术团队，已经在全国

20余地设立项目部。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专业主管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热
能与发电工程类其他专

业/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其他专业/发电厂及电

力系统/电力技术类其

他专业

1 博士研究生 北京

专业主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

类其他专业/金融学类

其他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工程设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电气类其他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工程设计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其他

专业/风电系统运行与

维护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工程设计 给排水工程技术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工程设计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火
电厂集控运行/电厂化

学与环保技术/电厂热

工自动化技术/热能与

发电工程类其他专业/
核电站动力设备运行与

维护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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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工程设计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

工程/环境科学/水质科

学与技术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专业主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

类其他专业/金融学类

其他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项目主管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电
厂化学与环保技术/电
厂热工自动化技术/热
能与发电工程类其他专

业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项目主管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土建施工类其他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专业主管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

系/企业管理（含：财

务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工商企

业管理/工商管理类其

他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陕西国华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于2004年2月16日正式注册成立，项目总体建设规划4×60万+2

×66万+2×100万的煤电机组和核定产能1800万吨/年的配套煤矿。公司

是典型的以电为核心、煤为基础的煤电一体化综合能源企业，是国家

“西电东送”北通道项目的重要启动电源点，电能通过500kV输电线路直

送河北南网。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运行值班员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
3 大学本科 陕西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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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共装有4台发电机组，总装

机容量3760MW，是东北地区单机容量、总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公司2014年开始向辽宁东戴河新区供热，年平均供热面积约130万平方

米。一期工程安装两台由俄罗斯引进的800MW超临界燃煤机组，1993年开

工建设，2000年双机投产，填补了我国百万千瓦级火电机组零的空白，

为当时亚洲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二期工程安装两台1000MW超超临

界燃煤机组，两台机组于2010年投运，2011年二期两台百万机组荣获国

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评选的“国家优质工程奖金质奖”和“国

家优质工程奖30年经典工程”。公司一期机组并入东北电网、二期机组

并入华北电网，实现“一厂跨两网”运行，是联接华北和东北电网的重

要电源支撑点，肩负着为首都北京重要会议、活动保电的政治任务。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值班员

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

绝缘技术/电工理论与

新技术

1 大学本科 辽宁葫芦岛

集控值班员
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

工程/机械工程
1 大学本科 辽宁葫芦岛

北京国电电力有限公司大同第二发电厂

公司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在运机组装机总容量为3120MW，其中一期

工程在运三台国产200MW发电机组、二期工程两台600MW亚临界直接空冷

机组、三期工程两台660MW超临界直接空冷机组。公司是我国“西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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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主力发电企业，同时承担着大同市区3800万平米的供热任务，与

电厂同步建成的输变电站，共有220千伏线路6回、500千伏线路6回，是

华北电网枢纽变电站。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维修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自动化技术/水利

水电工程

1 大学本科 山西大同

维修工程师

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

术/测控技术与仪器/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软件工程

1 大学本科 山西大同

巡操员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火
电厂集控运行/发电厂

及电力系统/热能与发

电工程类其他专业

2 大学本科 山西大同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集百万千瓦电厂容量与年产千万吨煤

矿于一体，被誉为国内首家真正意义上的煤电一体化企业。公司所属布

连电厂2×660MW超超临界燃煤空冷机组是国内各项指标优秀辅机单列的

样板；察哈素煤矿年产煤1000万吨，全矿实现综合信息化、安全环保标

准化，属国内先进大型煤矿。公司工作环境优美，企业文化鲜明，在

“争创国内一流”的目标中奋进。是首批获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颁发的

“国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电站”称号的单位。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防冲井下现场

巡查
水文与工程地质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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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调度员 采矿工程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选煤厂集控运行

调度员
矿物加工工程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集控运行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热控检修工 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电气二次检修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三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总装机容量1330MW。

其中，一期工程两台350MW日本三菱燃煤亚临界发电机组分别于1999年

12月、2000年4月投入商业运营，并于2009年12月完成抽汽供热改造；

二期工程两台300MW国产东方燃煤亚临界热电联产机组分别于2007年8

月、11月投产发电，2015年分别完成了汽轮机增容升级改造，2017年12

月取得华北能监局铭牌出力315MW批复。公司积极践行清洁能源发展战

略，于2014、2015年完成了现役四台机组的节能环保综合升级改造，成

为京津冀地区首家实现全厂“近零排放”的燃煤电厂；2014年10月，国

家能源局授予了三河电厂“国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电站”荣誉称号。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生产运行岗 能源与动力工程 1 大学本科 河北廊坊

生产运行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1 大学本科 河北廊坊

生产检修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1 大学本科 河北廊坊

生产检修岗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河北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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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天津）大港发电厂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南部，总装机容量1314MW/一期

工程于1974年12月动工/共安装两台意大利328.5MW燃油发电机组，首台

机组1978年10月4日并网发电，是当时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机

组。二期工程继续由意大利引进两台328.5MW燃煤发电机组，分别于

1991年7月和1992年5月投产发电。2001年10月，公司对1、2号机组进行

了燃煤改造，于2005年5月全部竣工投产。2015年-2016年大港电厂实施

供热改造，2016年11月开始向大港城区、大港油田供热。公司曾荣获

“全国电力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一流火力发电企业”等荣誉称

号。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检修工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天津

值班员 火电厂集控运行 1 大学本科 天津

国能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区西南20公里的双滦区滦河镇，处京津唐电

网东北部末端，总装机容量660MW，现役2台330MW热电联产机组分别于

2008年8月5日、11月15日投产。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巡检员 能源与动力工程 1 大学本科 河北承德

集控巡检员 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河北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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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现有2ⅹ215MW、2ⅹ320MW抽汽凝汽式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070MW，总供热能力1272MW。一期2×215MW抽凝热

电联产机组分别于1992、1993年投产；二期2×320MW“纯凝改抽凝”机

组分别于1995、1996年投产。公司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安全文

化建设示范单位、河北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取得国家、省、市以及

全国电力系统科技创新成果、管理创新成果80余项。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运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类其他专业/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气

工程类其他专业

1 大学本科 河北秦皇岛

检修

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其他

专业

1 大学本科 河北秦皇岛

天津国华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盘山脚下，地处京津唐电网负荷中心，是国

家“八五”期间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安装两台500MW俄制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分别于1996年2月和1996年5月投产。2009年、2013年先后

完成两台机组低压缸通流改造，机组容量增至2×530MW。2013年完成供

热改造，承担蓟州城区1000余万平方米供热保障。2015年完成双机“绿

改”，实现全厂环保“近零排放”。公司是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

业，连续10年获得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称号。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运行值班员
火电厂集控运行/发电

厂及电力系统
1 大学本科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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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电气检修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天津

国能国华（北京）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榆路，为北京

市东北热电中心的一部分。在运一套“二拖一”蒸汽-燃气联合循环机

组，总装机950MW，供热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机组于2013年9月29日开

工，2015年8月7日正式投产。公司先后荣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中国电力创新奖一等奖、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亚洲年度最佳燃机

电厂金奖、“首都环境保护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北京市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称号、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等多项荣

誉。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值班员

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
动力机械及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集控值班员

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

术/工业过程自动化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工业

自动化仪表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检修专责

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
动力机械及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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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能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运营2台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主

设备为北京巴威锅炉和上海电气集团的汽轮机和发电机，分别于2014年

8月5日及12月3日投入商业运行，承担了滨海新区1800万平方米的供热

任务，实现连续三年利用小时数对标排名第一，为滨海新区的发展提供

了稳定的能源保障。公司曾获天津市节水型企业、2017-2019年度天津

市模范职工之家、2019年度国家能源集团奖励基金一等奖、2020年度天

津、集团、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运行热动

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

动力类其他专业/热能

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类其他专业

2 大学本科 天津

热控检修

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自动

化类其他专业

1 大学本科 天津

国家能源集团华北电力有限公司廊坊热电厂
公司地处京津之间，位于廊坊市区东南6.5km处，紧邻104国道和京

沪铁路，交通便捷。2台350MW超临界燃煤湿冷供热机组于2016年底投

产，是廊坊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电负荷支撑点和市区集中供热唯一热

源点，目前接带供热面积1400万平米，机组环保指标均优于超低排放标

准，实现零排放。目前公司正依托临空经济区积极推进二期项目和能源

基地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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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运行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火
电厂集控运行/热能与

发电工程类其他专业

1 大学本科 河北廊坊

集控运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电气类其他专业

1 大学本科 河北廊坊

国能怀安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属国务院办公厅重点扶贫项目，

运营2台330MW国产亚临界燃煤空冷发电机组。2006年9月1日正式开工建

设，#1、#2机组分别于2007年12月20日、2008年3月25日正式投产发

电。机组投产当年即实现对怀安县60万平方米的集中供热，目前供热面

积已达200万平方米。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运行部集控

巡检员

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

动力类其他专业
1 大学本科 河北张家口

运行部集控

巡检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类其他专业/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河北张家口

天津国能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天津市东丽区，于2009年投产发电，装机2台330MW亚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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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供热机组。公司承担了天津市和平、河东、河西三个主城区和东丽

区华明街道居民采暖供热任务，总供热面积约2000万平方米。公司是第

五届全国文明单位，2016-2017年度集团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2015年

至2020年连续获得全国“安康杯”劳动竞赛优胜单位荣誉称号，自2007

年以来，连续保持“天津市文明单位”称号。2015年至2019年，在中电

联组织的全国能效水平对标竞赛中连续获得300MW等级湿冷供热机组能

效水平对标优胜机组称号。公司拥有国际专利1项，国家专利4项，省部

级以上科技成果5项，其中1项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巡检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天津

集控巡检员

火电厂集控运行/电厂

化学与环保技术/电厂

热能动力装置

1 大学本科 天津

热控检修工 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 1 大学本科 天津

天津滨海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响螺湾商务区，属于燃气发电和风力发电一

体化运营管理，“一套人马，三块牌子”，目前总装机容量为247.5MW

（其中燃气56MW，风电191.5MW)。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装机容量

56MW，于1999年7月1日单循环发电投产，2000年1月1日实现联合循环发

电，是华北地区首座燃气发电厂。风场位于大港区沙井子水库旁，装机

容量191.5MW，项目分四期建设，2019年9月全部项目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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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电气检修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天津

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上海庙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国家能源化工基

地，西距宁夏银川市区 40 公里，东距鄂尔多斯市区 350 公里，为煤

电一体、大型坑口电站，是上海庙～山东临沂±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的配套电源项目，规划建设2×1000MW+2×1000MW超超临界间接

空冷燃煤发电机组。一期工程2×1000MW超超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

组已于2019年6月开工建设，预计2021年12月#1机组并网发电，2022年3

月#2机组并网发电。二期2×1000MW超超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组于

2020年9月26日开工建设，预计2022年底#3机组并网发电，2023年3月#4

机组并网发电。建成后，将实现国际同类型、同容量等级燃煤机组中机

组热效率、环保水平最高，供电煤耗、发电水耗指标最低，国内同类型

企业劳动生产率最高。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集控运行 能源与动力工程 2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集控运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检修工 自动化 1 硕士研究生
内蒙古

鄂尔多斯

检修工 自动化 1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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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胜利发电厂
公司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该项目于2015年4月26日获得核准，

规划建设4×660MW超超临界间接空冷机组。一期工程建设2×660MW超超

临界间接空冷燃煤机组，通过锡盟-山东1000kV线路送至山东电网，项

目计划2021年实现双投。项目集成应用高参数、大容量、高度环保等燃

煤发电新技术，以生态文明为旗帜，以清洁高效为路径，以美丽电站为

纲领，建成后将成为长期可盈利、有未来竞争力、全寿命周期内综合效

益最大化，具有“草原风情、民族特色、森林旅游”的超超临界、超低

排放、超低能耗，二十年不落后的“生态文明示范电站”。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热工检修工 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 2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国能（北京）国际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北京，是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境外

项目开发投资平台，依托国电电力丰富的电源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管

理经验以及雄厚的投资、融资能力/公司正在大力推进海外项目的开发建

设。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法律管理

法学/国际法学（含：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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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于2008年2月22日成立，公司本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国电电

力首家全资控股的专业风电公司，主营风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

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工作。开发区域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东地

区，累计规划容量10000MW，累计核准容量1180MW；下辖15座风电场，总

装机容量1139.5MW。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十

三五”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检修工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风电系统运行与维护/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4 大学本科 辽宁

工程管理专责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1 大学本科 吉林白城

国电电力山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拥有5家分公司、2家子公司（均为合资子

公司），全面负责国电电力在山西省、内蒙部分区域新能源项目的开

发、建设及运营工作，目前管辖山西省6个风电场、内蒙古太仆寺旗1个

风电场，风电总装机容量953.5MW，投产规模居国电电力第二、山西省风

电开发主体前列。公司先后荣获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电力安全生产标

准化一级企业，山西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五星级基层工会、工

人先锋号、五一劳动奖状等多项荣誉。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检修工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2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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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由原国电电力宁夏风电开发有限

公司和宁夏国电阿特斯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5日合并注册成

立，拥有4家分公司，下辖5个风电场，3个光伏电站，负责国电电力在宁

夏境内风电、光电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现有装机容量

784MW。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荣获全国“安康杯”优胜企业、宁夏回族

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自治区文明单位、集团公司“五星级企业”

“先进企业”“安全环保一级单位”等荣誉称号。“十四五”期间/公司

将全力加快项目开发，力争到2025年末，新增风电装机50MW，新增光伏

装机450MW，全力创建一流新能源示范企业。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专责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 大学本科 宁夏银川

国电电力河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主要负责国电电力在河

北、北京、天津及周边区域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生产运营。公

司以风光耦合制氢科技示范项目为引领，立足河北、辐射京津晋蒙，

布局五大发展区域。目前，公司已投产4个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690.5MW。其中，康保448.5MW项目是国电电力最大的风电场，该风电

场2017、2018连续2年获得全国5A级风电场，设备可利用小时数在冀

北84座风电场中名列前茅。崇礼风电场毗邻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赛

场和奥运村，将成为展现国电电力品牌和国际形象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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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运行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类其他专业/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气

工程类其他专业/新能

源科学与工程

2 大学本科 河北

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与国电电力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分公司是“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公司本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主要负责国电电力

在内蒙古地区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生产运营。公

司总装机容量 632.3MW，其中：风电装机 347.3MW，光伏装机 285MW。共

有4个风电场和1个光伏电站，分别为乌力吉2×49.5MW风电场、西乌旗一

期49.5MW风电场、天和一期49.3MW风电场、娜仁一期49.5MW风电场，阿左

旗光伏电站35MW。在建项目为伊金霍洛旗250MW光伏，杭锦旗100MW风电项

目。另有合作开发光伏发电项目7个，容量共计300MW。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运检值班员

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

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

电力传动/电工理论与

新技术/电气工程类其

他专业

2 大学本科

内蒙古

阿拉善盟/
锡林郭勒盟/
巴彦淖尔/
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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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山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位于山东烟台，于2009年8月成立，负责山东地区海陆风电

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工作。截至目前，公司在山东威海、

青岛、日照、潍坊等地设立了8个分子公司，投产9个风电场，总装机容

量625MW。公司成立以来，先后获得国电电力先进单位、国电电力创先争

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模范职工之家、烟台市文明单位、烟台市模

范职工之家、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状。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运转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类其他专业/自动

化/自动化类其他专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

2 大学本科 山东潍坊

国电电力浙江舟山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宁波东部新城，管理国电电力浙江舟山海上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和国电象山海上风电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主要负责浙江区域海

上风电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目前在运的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装机容量

252MW，是浙江省首个海上风电场；在建的象山 1 号海上风电一期项目装

机规模 254.2MW，已核准的象山 1 号海上风电二期项目装机规模 504MW。

公司将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百万千瓦海上风电基地。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值班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类其他专业/电气

自动化技术

1 大学本科 浙江舟山

码头管理专责 海洋工程与技术 1 大学本科 浙江宁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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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电皖能风电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注册成立于2016年7月28日，

管理宿松、太湖2个基准风电场。已投运5个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293MW。所辖风场自成立以来，先后获年度全国风电场生产运行统计指标

对标安徽区域5A级风电场称号，安徽省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领导小组

“优秀项目”奖等多项荣誉。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工程管理
土建施工类/建设工程

管理类
1 大学本科 安徽合肥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于2011年7月6日注册成立，主要负责

湖南及华中地区风电资源及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公司累计核准风电项

目5个，并购风电项目1个，容量共计350MW。目前，邵阳新宁风雨殿风

电场（49.9MW）、郴州苏仙贤良风电场（48MW）、邵阳新宁寨子背风电

场（49.9MW）、邵阳城步金紫山风电场(49.9MW)及郴州苏仙杨柳塘风电

场（48MW）均已并网发电。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荣获集团公司安全环

保一级企业、国电电力先进单位、A级企业、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运行值班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动/高电压与

绝缘技术

3 大学本科 湖南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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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检修员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金属材

料与热处理技术/电机

与电器技术/电线电缆

制造技术

2 大学本科 湖南邵阳

国电宁波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0年6月成立，本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全面负责国电电力

在浙江省陆上风电及光伏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公司下属国电宁波北

仑、宁海、鄞州、奉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四家项目公司，负责国电电力宁

波北仑穿山风电场、宁海茶山风电场、鄞州白岩山风电场、奉化牛角山风

电场的运营与管理，总装机容量171MW。公司先后获得集团“精细化管理

先进单位”、国电电力“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电电力“文明单位”等荣

誉称号，2014-2017年连续四年被集团评为“五星级企业”，2018年度集

团公司安全环保先进单位，所属穿山风电项目获得2013年度浙江省建设工

程“钱江杯”优质工程奖，茶山风电项目获得2013-2014年度国家优质工

程奖。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生产运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

术

2 大学本科 浙江宁波

北京国电电力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6年1月8日注册成立，是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全资风电检修维护专业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下设内蒙古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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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司主要业务有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检测、技术服务

等，是国电电力在新能源业务板块唯一一家技术服务公司。现公司已取

得承修、承试电力设施许可证，ABB电气传动系统的技术服务授权，环境

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于2016年荣

获“中国风电行业十大风机运维企业”称号。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研发工程师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1 博士研究生 北京

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 硕士研究生 北京

国电电力和禹水电开发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公司现涉及水电风电在运、

水电在建、新能源开发等业务板块，管理在运水电站4座，在运风电场3

座，建设期水电站1座，公司总装机容量692.5MW，其中：水电在运装机

容量498.5MW，风电在运装机容量145.5MW，在建大兴川水电站1座，装机

容量48.5MW。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

位”，集团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五星级企业”，国电电力“绩效

考核A级单位”等荣誉称号。

直招岗位及专业

岗位名称 所需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运维值班员

（水电）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

1 大学本科 辽宁

库坝检修工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

水资源工程
1 大学本科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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