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 · 校园招聘

——更快抵达未来

Part1 行业望远镜 industry telescope

1 /华阳国际，你知多少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已形成由深圳、上海、广州、长沙、东莞等建筑设计区域

公司、造价咨询公司、建筑产业化公司、BIM 技术应用研究院、华泰盛建设公司、东莞建

筑科技产业园公司、东莞润阳联合智造公司组成的覆盖建筑工程全产业链的集团公司，现有

员工约 3000 人。

致力于为城市、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同时，我们不断获得行业和市场的肯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国家全过程工程咨询试点单位

深圳市住宅产业化示范基地

深圳市 BIM 工程实验室

中国建筑学会科普教育基地

2/ 华阳的战略，你我的未来

时代巨变，有人迷茫，有人固守，华阳始终站在离未来更近的时代前方，敢前瞻，也敢行动。

如今，华阳国际已成为建筑行业为数不多的完成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

以设计研发为龙头，以产业化和 BIM 为核心技术，通过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全球领先的设

计科技企业。



Part2 设计新高地 design highland

1/ 想成为创作咖？

设计是建筑企业的龙头，方案创作是龙头之中的龙头。——华阳国际设计集团董事长唐崇

武

用你的创作情怀，来华阳实力落地，高质量高品质高品味的建筑作品，等你来造。

·清华大学研究院新大楼

原创方案设计，90 后建筑设计师主创，圆设计梦。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与日本大师桢文彦合作，激活深圳近 40 年文化想象，圆大师梦。

·深圳华润城

当时深圳最大旧改项目之一，超越此前的商业潮流，圆标杆梦。

2/ 想成为技术咖？

“一入公司做超高层，商业综合体不稀奇”，是华阳人的日常。

华阳国际探寻产业化、BIM、施工图、结构、机电的复杂性与前沿性，从未止步。

·深业上城

不足 100 万平超多业态，建筑、结构、机电不同专业不同规范 100 余人协同作业，告诉你

技术牛有多牛。

·大疆天空之城

与“高技派”福斯特合作，以结构之美打造前沿办公的世界创举。

·莲塘口岸

全专业全流程 BIM 成果项目，整个行业仰望的 BIM 应用与协同应用规范。



3/ 想成为全能咖？

人生不设限，华阳不设限，从装配式到 BIM，从 EPC 到代建……

全产业链布局不断拓展，与你一起迎接大华阳的时代！

·深圳市长圳公共住房及其附属工程项目

深圳市为人才安居，建广厦万间，真正代甲方，做全维度设计管理与项目运营。

·阿波罗一号

华阳国际 EPC 项目，不只负责设计，更负责建造施工，将全产业链实力进行到底。

·东莞建筑科技产业园

湿地湖畔，南社古村，华阳巨资倾入，一座建筑科技的梦工厂。

与华润水泥合作 PC 构件厂已落地，研发总部、众创孵化、文创产业等在路上。

Part3 人才加速器 talent accelerator

1/ 你的选择困难症，一站式治愈

·“我就想做属于自己的建筑作品……”

华阳始终以设计为龙头，一流的甲方，一流的项目，一流的团队，

从设计师到设计大牛，让你的设计梦加速实现。

·“我不只能做设计，还能做设计管理……”

在华阳，从 EPC 到代建，从项目规划、设计、建造、装修到交付，

不只是一般设计管理，真正全过程全产业链，首席责任人就等你。

·“我学了这么多年建筑，不想再画图，又不想离开这个行业……”

建筑相关类专业任你选，专业不限，欢迎跨界，

经营/运营/人力/品牌/财务 5 大支柱职能岗，更有管培生计划助力。



2/ 你的发展可能性，立体化网罗

·集团创作中心，全球招募

薪酬世界接轨，上不封顶；国际视野导师，亲自带教；

先锋创作组织，只为创意而生，只为千里挑一的你。

·特别薪酬计划，下一个 leader 就是你

只要你是创作侠、技术牛、科技霸、编程帝，

只要你够强够胆，就能摘取高出同届 30%薪酬！

·管理培训生计划，航母战队管理精英

两年主管，三年经理，2013 年入职的管培生已是副总经理。

大华阳全产业链航母，大舞台走向世界的版图，锁定你！

3/ 你的成长高速路，全周期构建

·10 天起步，加速职场转变 —— 新青年训练营

公司发展战略、行业趋势分析、职场必备素养、团队协作活动……充实又欢脱，迅速熟悉公

司与职场。

·6 大能力，成长有的放矢 —— 新鲜人能力模型

华阳社会新鲜人能力模型，6 大能力，22 项行为，抓关键，明方向，能力 up up up！

·3 年计划，密切关注，夯实基础 —— 社会新鲜人计划

能力报告：每一季度，新鲜人会收到个人能力分析图。

导师指导：70%工作实践+20%导师指导+10%理论学习，HR、导师和新鲜人默契配合，

效果看得见。

变强指南轰趴：报告解析+优秀新鲜人分享+大咖喊话+烧脑知识点+燃爆游戏，更了解能力



模型，更多跨部门交流。

·4 大高潜，清晰选拔，多样培养 —— 明星员工评选

四大类明星员工，高频率人才盘点机制，显性化人才展示平台，倾尽全力，助力成长。

Part4 欢迎加入我们

1/薪酬福利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

 同等岗位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

 技术类的毕业生入职即可参与项目产值结算，优绩优酬。

 通过考核可加入特别薪酬计划，公司总监亲自带教，薪酬高出同届 30%。

 通过考核可加入集团创作中心全球招募计划，集团副总裁/总监亲自带教，薪酬国际接

轨。

 考取一级注册建筑师/ 工程师，年薪 60/50 万保底产值，上不封顶。

 每年全集团考核晋升，高比例破格晋升机会，大幅度持续提高员工收入。

健全的员工福利体系

完整险金及各类补贴

 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及额外商业保险，全方位保障员工权益。

 享有一年免费住宿或租房补贴、安置补贴、人才引进政策补贴，帮助毕业生扎根落户。

 享受用餐、自驾车、交通、节庆、生日、年度体检等其他创新补贴及福利。

人性化的工作及休假

 工作日 7.5 小时，周末双休制，2 小时午休时间。

 实行弹性考勤制，人性化工作调休换休，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国家法定假日，15-20 天带薪年假。

丰富的企业文化活动

 九大社团，定期组织羽毛球、足球、篮球、电影放映、跑步、摄影、瑜伽、志愿者、狼

人杀活动。

 每年策划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圣诞节、生日会等颇具特色的节日庆祝活动。

 设有健身房、阅览室、自助图书馆、水吧、咖啡吧、淋浴间等休憩保健场所。

2/岗位需求

特殊人才计划

岗位 需求数 专业要求 工作城市

集团创作中心全球招募计划 不限 建筑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香港特别薪酬计划 不限 建筑/结构/机电

管理培训生计划

（经营/运营/人力/品牌/财务）
不限 专业不限

设计类

岗位 需求数 学历要求 工作城市

规划师 10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

建筑师 50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香港

建筑师

（产业化/BIM/绿建）
10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香港

建筑研发专员

（产品研究/平台开发/知识管理）
30 本科及以上 深圳

景观设计师 20 本科及以上 深圳

室内设计师 20 本科及以上 深圳

结构工程师 20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

给排水工程师 7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

电气工程师 7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

暖通工程师 7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

BIM 工程师

（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
2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



总图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深圳/长沙

室内设计助理 10 大专 深圳

设计助理

（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
80 大专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

建筑表现设计师

（3D 建模/建筑动画/效果图）
30 不限 深圳/广州

职能类

岗位 需求数 学历要求 工作城市

JAVA 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

具体请登录 capol.zhiye.com 进行查看

运维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财务部专员 10 本科及以上

运营部专员 10 本科及以上

经营部专员 10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部专员 10 本科及以上

品牌推广部专员 10 本科及以上

行政部专员 10 本科及以上

项目助理/部门助理 10 大专及以上

工程类

岗位 需求数 学历要求 工作城市

造价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深圳/东莞
机电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土建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计划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生产类

岗位 需求数 学历要求 工作城市

材料研究院 10 本科及以上
东莞

施工员 10 大专及以上

造价咨询类

岗位 需求数 学历要求 工作城市

招投标助理 10 本科及以上

深圳/长沙土建助理造价师 50 本科及以上

安装助理造价师 50 本科及以上



3/特殊人才计划

（1）集团创作中心全球招募计划

【工作地点】

深圳/香港

【申请资格】

1、应届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建筑类（规划、建筑、景观）专业；

2、方案创作突出、或有 BIM、编程等专项能力特长；

3、学习成绩拔尖、获奖经历丰富者、实习表现优异者优先。

（2）特别薪酬计划

【工作地点】

深圳/广州/长沙/上海/东莞/海口/香港

【申请资格】

1、应届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建筑、规划、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相关专业；

2、有专项能力特长者优先（如方案创作能力突出、BIM、编程等），或实习表现优异者优先；

3、学习成绩拔尖，获奖经历丰富者优先。

（3）管理培训生计划

【计划目的】

培养公司未来的管理领导者

【申请资格】

1、应届毕业生，本科及以上，专业不限；

2、成绩优秀，在校综合表现优异者优先；

3、高抗压能力，并拥有追求卓越的进取心；

4、乐于接受挑战，欢迎跨界人才。



【计划内容】

1、公司高层+牛人导师团全方位、多维度关注成长；

2、关联五大关键岗位：经营、运营、人力、品牌、财务；

3、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全方位职场精英训练；

4、享有参与公司核心管理会议及高端管理培训活动的机会；

5、根据工作性质安排轮岗学习，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6、享受特别年薪待遇

4/招聘流程

（1）简历投递

 线上申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登录 capol.zhiye.com 进行网申

 内部推荐：找到你在华阳的师爷/师叔/师兄/师姐/校园大使，联系他们为你打 call 吧~

（2）校园宣讲会/招聘会

详情请关注官微、官网、学校就业网、就业公众号

（3）面试

（4）OFFER 发放

（5）签署就业协议

5/联系方式

深圳、东莞、香港：0755-82716266

广州、海口：020-38031090-8626

长沙：0731-88646538-8188

上海：021-35357501、021-35357521

造价：0755-23919209、82542682



网申系统：capol.zhiye.com

招聘邮箱：campus@capol.cn

官方网站：www.capol.cn

官方微博：@华阳国际

官方微信：capolinter

了解我们 投递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