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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集团-硬质合金产业群 

2021 届春季校园招聘 
 

一、 【企业概况】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549）成立于 1958 年，前身为厦门氧化铝厂，1982 年

开始转产钨制品，1997 年厦门钨品厂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改制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厦门钨业涉及钨、钼、稀土、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近年来，在切削刀具、耐磨零件、地矿工具等

钨深加工领域稳步发展，在稀土磁性材料、发光材料和锂电池材料上快速推进。截至 2018 年末，厦

门钨业拥有 32 家控股子公司、1 家分公司，设有国家钨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国家高端储能材料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稀土工程技术中心和 3 个博士后工作站。公司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火炬计划钨材料产业基地、国家首批发展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是国家六大稀土集团之一。 

 

2、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简称“厦门金鹭”）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是国有上市集团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成立

于 1989 年，是由世界钨行业巨擘厦钨集团与世界知名硬质合金公司日本住友合资的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拥有从钨粉、碳化钨粉、硬质合金到切削工具的完整产业链，是世界知名的钨粉、碳化钨粉供应

商和出口商；是高品质硬质合金及精密切削工具的制造商和服务商。 

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拥有年产 10000 吨钨粉/碳化钨粉、7000 吨硬质合金制品，

800 万支硬质合金整体刀具和 4500 万片数控刀片的综合生产能力。“金鹭”牌系列产品以优良的品

质和完善的服务享誉国内外，客户遍布全球四十多个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 

公司拥有一支自强不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拥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880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 3 名、教授级高工 3 名、高级工程师 25 名、工程师 139 人、硕士博士生 152 人。公

司坚持校企合作，与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 12 所大专院校研究所建

立了稳固的协作关系，开展包括基础理论、工艺技术和装备等在内的多学科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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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创新求发展”的方针，建立了研发技术中心，独立承担并完成了多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国家科技公关计划”项目、“国家火炬

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开发项目及省市重点研究课题，被评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先进技术企业”、“出口型企业”。 

 

3、 厦门谦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厦门谦鹭”） 

厦门谦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前身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IT 中心。公司

拥有自主软件开发团队，包含各专业流程管理人才、IT 技术工程师及网络硬件工程师。团队专注于

企业 ERP、HR、OA、BI、MES 等主要管理信息系统的流程设计和系统实施服务，整体规划和整合

以 ERP 为核心的信息系统的应用，包含跨系统数据整合，以及向供应链、智能制造、移动应用等方

向的扩展。 

公司致力于帮助企业更便捷地实现对现场信息搜集和实时传递，打造更加专业化的工业软件产品。

开发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伴随着工业化人工智能发展，公司定位成为工业领域的信息化

专家，帮助企业在时代的变革中，坚定而有力的站在信息管理的前沿。 

 

二、 【薪资福利】 
■ 完善的培训体系：内外部培训、户外素质拓展、参访、E-Learning、导师制等形式多样、

覆盖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完善的培训体系，满足快速成长需求。 

■ 完善的晋升机制：管理、专业双通道发展，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 

■ 完善的假期体系：超长带薪春节假期，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年休假、婚假、陪产假等带

薪假。 

■ 完善的福利体系：  

头号玩家看这里： 

带薪年假、法定假期、更有平均 13 天的超长春节假期，玩转假期，走遍世界。 

运动健儿看这里： 

乒乓球、跑步机、游泳馆、羽毛球场、篮球场、健身房、公寓旁海边彩虹跑道，等你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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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达人看这里： 

低油低脂的养生餐厅、太极培训班、优秀员工疗休养、定期三甲医院免费体检、各类工会健

康活动，助你快乐养生。 

美食博主看这里： 

奥利奥戚风蛋糕&水果盒子&蛋挞&奶油泡芙等各类烘焙食品、自助餐厅、风味面食、水果

干货各式美食不停歇。 

文艺青年看这里： 

吉他课、瑜伽班、书法课、金鹭好声音、职工书屋、单身派对及外单位联谊等多彩文娱活动

丰盈你的精神世界。 

宅男宅女看这里： 

上下班厂车、无住宿期限可做饭带阳台拎包入住的单身公寓、宿舍百米之内麦当劳、已婚员工家

庭套房、还可以申请三高企业保障性房，安家厦门不是梦！ 

基础福利看这里： 

五险一金、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意外险、防暑降温费、5 天 7.5 小时工作制、生日礼

品等多重福利，享不停。 

 

三、 【招聘需求】 

厦门金鹭（以下岗位皆有海外项目外派交流机会） 

岗位 
需求 
专业 

需求 
人数 

任职资格 岗位职责 工作地点 

机械工
程师 

机械类
专业 

2 

1、本科及以上学历，英文阅读

能力较好； 

2、务实进取，吃苦耐劳；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富有工作激情。 

1、承担新产品的研制、新产品试生

产、研发项目管理等工作； 
2、承担所辖工序的工艺管理、品质
管理、设备管理、技术进步与创新

项目、标准化管理等相关工作。 

福建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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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工
程师 

（海外） 

日语、英

语、国贸 
机械 

2 

1、本科及以上学历，俄语、日

语、英语、国际贸易、机械类

（英语 6 级）专业优先； 
2、务实进取，吃苦耐劳；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富有工作激情。 

1、承担产品市场调研与客户信息收

集； 

2、负责销售订单接收与执行； 
3、负责销售货款回笼及客户关系维

护等相关工作。 

福建厦门 

营销工
程师 

（国内） 

机械、材

料、市场

营销等 

3 

1、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材
料、市场营销类专业； 

2、务实进取，吃苦耐劳；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富有工作激情。 

1、承担产品市场调研与客户信息收
集； 

2、负责销售订单接收与执行； 

3、负责销售货款回笼及客户关系维
护等相关工作。 

福建厦门 

市场管
理专员 

市场营

销、国贸 
2 

1、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
国贸专业； 

2、务实进取，吃苦耐劳；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富有工作激情。 

1、收集、分析市场信息、动态 

2、协助制定和完成新产品推广计

划，完成各类围绕活跃品牌、提升
品牌和发展品牌的推广活动 

福建厦门 

财务储
备干部 

财务管
理、会计

类专业 

3 

1、本科学历，财会相关专业； 
2、熟悉会计专业知识和企业会

计准则、预算管理、成本核算
知识，掌握成本分析方法；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富有工作激情。 

1、承担预算管理、成本管理体系构

建，成本核算与分析等工作。 

2、承担资金管理、税务管理工作。 
3、编制公司新项目投资回报、经济
效益分析报告；为经营决策，管控

等提供财务数据支持。 

福建厦门 

厦门谦鹭 

岗位 
需求 
专业 

需求 
人数 

任职资格 岗位职责 工作地点 

HR 开
发工程

师 

计算机、

软件工

程、信息
管理等

专业 

2 

1、本科学历，计算机相关； 

2、热爱软件开发， 充满好奇心，并

有志在此行业发展； 
3、责任心强，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

作能力，主动、好学； 
4、熟悉 HTML/HTML5、CSS，熟
悉页面架构和布局，熟悉 Javascript、
Ajax 等前端技术优先； 
5、熟练掌握以下任一种框架优先，
如 VueJS，AngularJS、React 等； 

6、熟悉.net 开发或者 JAVA 企业应

用开发优先 

1、参与公司产品功能开发。 

2、参与前端相关易用性、性
能等方面的持续优化。 

福建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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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应
用顾问 

计算机、

软件工
程、信息

管理等

专业 

2 

1、有编写过软件操作手册，作业指

导书经验 

2、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3、责任心强，具备良好沟通和团队

协作能力，主动、好学 

4、热爱软件测试、软件系统运维并
有志在此行业发展 

1、负责公司产品的实施交

付，跟进并解决客户提出的

系统问题； 
2、测试公司自主研发的产

品，编写各类操作说明书； 

3、跟进客户需求推荐合适的
产品，并跟进后续运维销售

工作； 

福建厦门 

 

四、 【应聘流程】 
在线职位申请—参加宣讲会—笔试—初试—测评—面试—确定人选 offer 发放—签订

三方就业协议—入职 

 

五、 【公司地址】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公司的办公地址：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展鸿路 81 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 A 座 21 层/福建厦门市湖滨南路

619 号 SOHO 大厦 16 楼 

公司网址：http://www.cxtc.com/ 

联系电话：0592-3351992 

2、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湖里基地：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69 号 

集美基地：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天阳路 52-60 号 

同安基地：厦门市同安工业园集中区集成路 1601-1629 号 

海沧基地：厦门海沧出口加工区海景南路 28 号 

泰国基地：泰国春武里是拉差高坎松 7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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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址：http://www.gesac.com.cn/   

联系电话：0592-6683287(集美/海沧)、0592-7300027（同安/湖里） 

3、 厦门谦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69 号 

公司网址：www.qluinfo.com 

联系电话：18772107179（杨女士） 

 

六、 【网申通道】 

 扫描以下微信二维码：招贤纳士—简历投递—选择岗位投递 

 
 公司网站：http://gesac.zhiye.com/ 校园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