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集团公司 2018 年 10 月份校园招聘简章

公司简介：

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共享集团，英文缩写 KOCEL）始建于 1966 年。经过五十余年的

发展，通过体制、技术、管理等不断创新，已经成为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共

享集团主要控股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投资组建了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共享铸钢有限公司、四川

共享铸造有限公司、共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共享智能机器（苏州）有限

公司、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共享化工有限公司、共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共享钢构有限责任公

司、共享商务有限公司、共享能源有限公司、共享（香港）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子公司。

公司主导产业为铸造（铸铁、铸钢等）、机械制造（智能装备、模具、精密加工、机床辅机等）、

化工（糠醛、糠醇、树脂、固化剂、涂料等）、钢结构等，提供相关产品及全套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融合中西方理念的特色企业文化、超前的战略规划、良好的市场信誉、长期的国际合

作经验和覆盖全球的市场营销网络。秉承“推进顾客成功”理念，以“聚焦高质量发展，共筑‘铸

造强国梦’”为使命，致力于“引领行业进步，创造更好未来”。

特色优势：

1、服务多领域大型高端装备，提供关键基础配套产品及全套解决方案

公司立足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业。“三高”（高难度、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横向覆盖机床、

能源设备（燃气轮机、蒸汽轮机、水电、核电、风电等）、矿山设备、轨道交通、海工装备、发动

机、压缩机等多个领域，纵向提供铸造材料、模具、铸铁件、铸钢件、机械零件、机床辅机、智能

机器等产品及全套解决方案。

2、全球性强势顾客群和营销网络

公司拥有“三洲一国”（亚洲、欧洲、美洲、中国）的全球市场，50％以上产品销往亚洲、欧

洲、美洲等十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50 余家著名企业，其中 80%以上的客户是世界 500 强或行

业领先者。公司拥有 20 余年的国际贸易经验，并在中国天津、日本、美国、欧洲等地设有顾客沟

通、服务、市场开发机构。

3、中国铸造协会会长单位，中国专业铸造企业的排头兵

公司从 90 年代开始，就是中国铸造协会副理事长单位，现为中国铸造协会监事长单位，中国

专业铸造企业的排头兵。自 1991 年至今，产品连续 13 届（24 年）获得行业评比和中国国际铸

锻件及工业炉窑展览会一等奖（金奖）。



4、一流的装备和检测能力

公司铸造产品生产线采用铸造 3D 打印成形技术、大容量射芯技术、切片组芯工艺、树脂砂成

形工艺、电炉熔炼等；拥有行业领先的大型冶炼设备（EAF、LF、VOD、MF）；拥有全空调控制

的恒温(±2℃)精密加工工厂,配置瓦德里希科堡龙门铣,斯柯达落地镗,CKD 车铣加工中心等世界顶级

加工设备；拥有电子万能实验机、高温蠕变持久试验机、金相显微镜、冲击试验机、布氏、里氏、

肖氏、维氏、洛氏硬度计等力学金相检测设备；拥有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ICP）、火花直读光

谱仪、LECO NHO,C S 分析仪等化学分析设备；拥有以直线加速器为代表的 RT、UT、MT 等全套

无损探伤设备；拥有三维扫描仪、激光测量臂、三坐标测量仪等尺寸检测设备；并配备获得国际、

国内认证的检测团队。

5、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技术

公司是中国最早向日本、美国等出口高档铸件的专业铸造企业之一，产品及工艺设计、制造采

用虚拟制造技术（VM）、智能生产（IM）、数字化管理（DM）。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密烘技术

和世界先进的铸钢件生产技术；拥有 300 余项专有技术、授权专利 600 余项，具备生产世界顶级大

型铸铁件、铸钢件、铸造 3D 打印等智能装备、铸造 3D 打印树脂等新材料的能力：

大型燃气轮机铸钢、铸铁件——占世界市场供货量的 40%左右，市场占有率世界领先；201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型水轮机叶片——是全球少数几个掌握该项产品制造技术的企业之一；2012 年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大型内燃机铸铁件——近 10 年，已向全球供应了 6000 多台发动机机体，面向全球市场，制

造质量世界一流；

60 万千瓦、100 万千瓦及超临界、超超临界蒸汽发电机铸铁件、铸钢件——制造技术世界一

流；

核电铸件——制造技术世界一流；

铸造 3D 打印等智能装备——攻克了铸造 3D 打印材料、工艺、软件、设备等技术难题，实现

了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的国内首创，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取得关键突破，关键技术全球领

先。实现了船用发动机、铁路机车发动机缸盖铸件、机器人铸件的批量制造等，颠覆了该类铸件的

传统制造工艺。产业化生产 6 年，实现五大类、几百种、5000 多吨铸件生产应用。

智能装备制造：拥有世界先进的铸造用增材制造设备技术能力，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拥

有完善的协同制造能力，打印效率世界领先。

6、构筑产业生态



公司围绕“互联网+协同研发”，打造软硬件孵化器，促进“四新”经济发展；打造数字化智

能化示范工厂、示范园区，成为行业先进的智能制造(铸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建立行业工业互

联网平台，为铸造行业绿色智能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已经形成推进行业转型升级的新机制、新

模式，将搭建开放、共享、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行业平台，构筑 “互联网+双创+绿色智能铸造”的

产业生态，持续为铸造行业注入创新发展动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7、管理理念和方法超前

公司强化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在同行业中率先实施质量、环境、安全、实验室、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了中国 CCS、法国 BV、挪威-德国 DNV-GL、英国 LR、

美国 ABS、韩国 KR、意大利 RINA、日本 NK、俄罗斯 RS 等九大船级社认证。公司秉承“领先一

步”的创新理念，推行六西格玛工作方式，致力于建立学习型、创新型企业，在消化吸收中国传统

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共享企业文化。

拥抱新时代，注入新动能，聚焦高质量。共享深信：行业强则制造强，制造强则中国强，我们

愿与行业同仁携手共进，共享共建全新的产业生态，加速推进中国铸造转型升级，实现由“铸造大

国”向“铸造强国”转变的梦想！

主要荣誉:

 七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宁夏科技进步奖 18 项；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第五批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国家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先进集体、国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

认证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企业（全国 7 家企业之一）、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全国首

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首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及示范企业、互联网和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国家首批

46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承担国家铸造行业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标准化项目，大尺寸高

效铸造砂型增材制造设备——纳入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项目，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数字化铸造

车间——纳入工信部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传统铸造车间智能化改造——纳入工信部智能

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铸造工艺全流程虚拟设计平台——2017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

项目、工信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单位—绿色工厂、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总体组企业成



员单位（全国 13 家企业之一）；

 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中国铸造行业分行业排头兵企业、中国绿色铸造示范企业；

 铸件产品连续 15 届（26 年）在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获得金奖；

 获得通用电气、西门子等顾客最佳供应商、6SIGMA 最佳实践奖、创新进取最佳进步奖、

最佳关注客户奖及其他顾客类奖项 40 余次；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一、招聘计划 71 人

序号 专业 学历

工作地点

宁夏

银川

四川

资阳

广东

惠州

山东

潍坊

福建

漳州

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铸

造等金属材料方向
本科及以上 11 7 1 2 2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7 1 1 3

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1 1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本科及以上 7 1

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及以上 2 1 2

6 会计/财务管理 本科及以上 3 1

7 人力资源/汉语言文学 本科及以上 1

8 知识产权 本科及以上 1

9 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市场营销 本科及以上 3 1 1

10 日语 本科及以上 1

11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及以上 1

12 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本科及以上 1

13 工业工程 本科及以上 2

14 材料成型、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 博士 5

合计 共计 71 人 43 9 3 4 12

二、招聘条件：

1. 德才兼备，发展全面者从优；

2. 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正能量；



3. 本科生通过国家英语四级，研究生通过国家英语六级；

4. 高端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三、薪酬福利

1、薪酬

1）本科：工资及各类福利 4000-7000 元/月；

2）硕士：工资及各类福利 5300-8500 元/月；

3）博士：工资及各类福利 20000/月+一次性住房补贴（20 万元）+户籍办理+子女入学+配偶

安置等。

2、劳动合同及各类社保：办理完入司手续即签订劳动合同，首次签订五年期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并按工作地规定办理各类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及住

房公积金。

四、校园招聘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海川 联系电话：18100952339

办公电话：0951-6835881 E-mail：kocelhr@kocel.com

网 址：http://www.kocel.com 邮 编：750021

公司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550 号

mailto:kocelhr@kocel.com
http://www.koc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