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钨业技术中心 2019 校园招聘简章 

（招聘单位：厦钨技术中心） 

一、 厦门钨业概况（证券代码：600549） 
 

 我们是一家有故事的企业——历经 60年岁月多领域的企业集团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 1958 年成立的厦门氧化铝厂，1982 年开始转产钨制品，2002 年在上交所上市，60

年来，一代代厦钨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将一个资产不到 200 万元的小工厂，发展成为资产百亿、受全球业界尊

重的企业集团，涉及钨、钼、稀土、新能源材料和房地产五大领域，书写了一部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诗。 

 我们是钨行业的“巨无霸”——拥有世界最完整的钨产业链 

钨产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从钨采选、冶炼、深加工以及二次资源回收的完整钨产业链，钨冶炼和粉末产

品、超细晶硬质合金、钨丝材等产品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全球领先。还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我们是国家六大稀土集团成员之一一肩负国家稀土资源整合的使命 

国家“十三五”规划将厦门钨业与中铝公司、北方稀土、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和南方稀土等列为六大稀土集团，对

全国所有稀土开采、冶炼分离、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进行整合，目前厦门钨业建立了包括稀土开采、冶炼、应用和

研发的完整体系，树立了以深加工带动产业发展的稀土开发模式之典范。 

 我们是锂电正极材料领域的一流供应商——2017 年产量跃居行业第一 

厦门钨业从 2004 年开始进入锂离子电池材料领域，目前培育了包括三元材料、钴酸锂，磷酸铁锂，锰酸锂等主流

锂离子正极材料的研发和大规模制造能力，成为锂电正极材料领域的一流供应商，主要客户涵盖锂电行业所有一线

龙头企业，如三星、松下、比亚迪、ATL 等。 

 我们是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从传统制造到未来智造的演变 

厦门钨业致力于成为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公司已于日前斥资 4 亿元成立厦钨电

机工业有限公司，未来将投资超百亿、占地千亩在厦门建设稀土永磁电机工业园，产品横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

工业节能、绿色环保、农林牧渔等多个领域的应用，真正走向未来智造。 

 

 

 

 

 

 

 



 

厦钨大数据（至 2017 年底） 

 

 

二、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简称厦钨技术中心） 

厦门钨业技术中心是 2006 年经国家五部委批准设立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依托厦门钨业，

2007 年经科技部批准组建国家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中心已在厦门市湖里高新技术园

区建成了占地 2.3 万平米的研发基地，配置了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发、中试、检测设备。中心在钨

冶炼、粉末制造、硬质合金、磁性材料以及新能源材料领域技术开发能力取得突破，是专业配套、

装备齐全、控制和检测先进、工程化能力强、具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开发和试验场

所。 

2018 年厦门钨业利用自身在稀土永磁材料的优势，引进或与国际、国内制造技术领先的企业、

研究机构合作，在厦门集美区投资 100 亿元建设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园，发展电机产业，打造千亿

电机产业集群。电机产业园拟选址在集美后溪工业组团内，规划面积 1000 亩，投资强度 600 万

元/亩，全面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实现工业总产值 700 亿元。项目计划用 5-10 年时间分期实施，一

期项目预计 10 月份进行设备安装，年底前开始投产。 

 

三、 【福利】 

加入厦钨技术中心，您能享有竞争力的薪资及福利条件； 

加入厦钨技术中心，您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及透明高效的晋升通道； 

加入厦钨技术中心，您将获得： 

■公司规范：完整的公司规范管理体系； 



 

■手续齐全：新员工入职即可办理社保、签订劳动合同及用工报备等手续； 

■假期完整：国家法定节假日，带薪年休假、婚假、哺乳假等； 

■团队活动：年终晚会、部门聚会等； 

■培训体系：内部培训、外部技术培训、户外团队素质拓展等； 

■福利体系： 

1、五险一金：根据公司的地方法规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2、过节费：元旦节、五一节和国庆节发放过节费。 

3、生日礼券：公司为员工在生日时送上生日礼券。 

4、防暑降温费：每年的 5 月至 9 月发放防暑降温费和防暑降温用品。 

5、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进公司满一年后，公司给予缴交企业年金，个人不用缴交。

6、意外险：公司给予每位员工至少购买一份意外险。 

7、食堂：公司自办福利食堂，为员工提供卫生、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伙食。 

8、住房保障：为单身员工提供宿舍，为骨干员工提供家庭套房。 

9、体检：公司根据员工入厂时间等因素，定期组织员工体检。 

        10、业余文体活动：公司为员工提供篮球场、乒乓球卓等。   

四、【招聘需求】 

岗位 
招聘

人数 
学历 专业 岗位职责 

工作 

地点 

合金研发工

程师 
1 

硕士以

上学历 

冶金/材料/机械/化工专

业粉末冶金、金属加工

或涂层方向。 

新型硬质合金或高比合金技术、产品开

发；金属切削用新型 PVD、CVD 涂层技

术开发 

福建厦门 

应用研发工

程师 
1 

硕士以

上学历 

冶金/材料/机械专业金

属切削或自动化相关方

向。 

切削刀具磨削方案和切削应用工艺开发 福建厦门 

难熔材料研

发工程师 
1 

博士学

历 

材料学、材料加工、成

形制造、固体力学等相

关专业；研究生期间从

事难熔金属、超高温陶

1.开发难熔材料新产品和新应用； 

2.研发新型超高温难熔金属及陶瓷材料； 

3.承担难熔材料前沿新技术科研项目。 

福建厦门 



 

瓷、材料动态力学性能、

极端条件材料与器件等

相关领域的研究； 

电池材料研

发工程师 
5 

2 名博

士，3 名

硕士 

材料、电化学及相关专

业 

跟踪行业技术发展与客户需求，策化、开

展相关研发项目 
福建厦门 

磁性材料研

发工程师 
2 

博士学

历 

材料学/磁性材料/电磁

学等相关专业背景，有

稀土磁性材料研发工作

经验者优先； 

1. 磁性材料及新技术开发； 

2. 应对电机客户要求进行产品开发； 

3. 协助解决制造问题应对、质量问题解

决等现场生产问题； 

福建厦门 

磁性材料研

发工程师 
3 

硕士学

历 

材料学、电磁学、粉末

冶金、物理学相关专业

背景；熟悉粉末冶金基

本原理及相关技术； 

1. 磁性材料及新技术开发； 

2. 应对电机客户要求进行产品开发； 

3. 协助解决制造问题应对、质量问题解

决等现场生产问题； 

福建厦门 

磁性材料工

艺工程师 
2 本科 

材料学、粉末冶金、机

械、成型等相关专业背

景；熟悉粉末冶金基本

原理及相关技术； 

1. 磁性材料开发工艺制造； 

2. 磁性材料制造工艺改善及深化 

2. 磁性材料制造工艺设备维护； 

3. 根据研发项目需求配合进行新工艺开

发； 

福建厦门 

稀土功能材

料研发工程

师 

4 
本科以

上学历 

化工、化学、材料类相

关专业，稀土陶瓷方向

优先 

1 参与或负责稀土材料（除磁性材料）新

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中小批量产品的生产

和大批量生产产品的技术孵化和转产工

作。 

2. 调研稀土行业技术发展动态，发掘客

户行业的新需求。 

3.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福建厦门 

分析测试工

程师 
2 

本科以

上学历 
材料、化学相关专业 

1.分析日常检测及方法开发工作开展； 

2.分管检测设备分析检测方法的制定、修

订工作； 

3.分管检测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

工作； 

4.分管检测设备的管理和培训； 

福建厦门 

微结构分析

工程师 
2 

本科以

上学历 
凝聚态物理相关专业 

1.微结构分析日常检测及方法开发工作

开展； 

2.分管检测设备分析检测方法的制定、修

订工作； 

3.分管检测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

工作； 

4.分管检测设备的管理和培训； 

福建厦门 

电机研发工 24 本科以 机械、电气、自动化、 负责工业电机、新能源车用电机等设计研 福建厦门 



 

程师 上学历 电机、流体力学、热能

工程、流体机械等相关

专业 

发，详细要求如下： 

1、永磁电机本体电磁设计及仿真； 

2、永磁电机结构设计及有限元分析计算； 

3、永磁电机热管理仿真分析等。 

电气工程师  4  
本科以

上学历 

电气、自动化、机电一

体化等相关专业。 

1、负责考察企业中电机的使用情况，测

量并分析电机能耗，提供解决方案，寻找

节能改造空间； 

2、负责电气产品的设计，包括电气部件

选型、图纸绘制等； 

3、参与新产品的开发、非标产品的设计

和现有产品的技术改进。 

福建厦门 

机械工程师  1  
本科以

上学历 

机械、机电一体化等相

关专业 

1、负责考察企业中设备的使用情况，分

析制造工艺并寻找优化措施； 

2、负责机械产品的设计，包括非标零部

件设计、标准件的选用等； 

3、参与新产品的开发、非标产品的设计

和现有产品的技术改进。 

福建厦门 

检测研发工

程师 
2 

1 名本

科、1 名

硕士 

专业为机电一体化、电

气工程、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自动化等 

1、电机及相关产品测试； 

2、辅助电机类产品研发； 

3、电机产业科研项目开发； 

4、虚拟一体化测试系统研究； 

5、实验室和设备管理 

福建厦门 

体系专员 8 
本科以

上学历 

材料、机械、机电一体

化等相关专业  

公司经营体系（研发、质量、项目管理、

环境、资讯安全、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

的构建、维持、持续向上的保证。 

福建厦门 

电机控制系

统研发工程

师（硬件） 

3 
硕士以

上学历 

电机控制、电力电子、

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1、负责电机控制器硬件设计，包括系统

硬件方案设计，主回路设计，原理图和

PCB 设计等； 

2、负责硬件电路各种测试和保护功能验

证； 

福建厦门 



 

电机控制系

统研发工程

师（软件） 

3  
硕士以

上学历 

计算机软件专业、电力

电子以及电力拖动、控

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1、熟练掌握直流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和

控制方法； 

2、熟练掌握 PID 控制、fuzzy、neural 

networks、滑模等常规电机控制算法； 

3、熟练掌握 C/C++编程语言，熟悉嵌入

式 ARM 及 DSP 工作平台，熟练掌握

Ethercat 与 CAN 通讯，可以搭建

Ethercat 驱动器从站； 

4、熟练使用 matlab/simlink 仿真软件进

行空心杯直流电机的仿真平台搭建； 

福建厦门 

五、【应聘方式】 

1、 将简历投递到公司招聘邮箱：RD.HR@CXTC.COM（邮件主题栏注明“学校+

姓名+厦门钨业技术中心 2019 年校园招聘”） 

2、 参加校园招聘会，现场投递简历。 

六、【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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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层 

公司网址：http://www.cxtc.com/ 

联系电话：0592-3351992 

2、 厦钨技术中心 

公司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高新技术园区安岭路 1005 号 

联系电话：0592－576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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