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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新国企”   开创新天地 

—诚邀海内外优秀人才应聘央企高管 

 

30 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开创了中国

国有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广阔道路。2002 年到 2007 年，作为国

有企业主体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 7 万多亿元增加到近 15 万

亿元，年均增加 1.5 万亿元,销售收入年均增加 1.3 万亿元,

实现利润年均增加 1500 亿元,上缴税金年均增加 1000 亿元。

中央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水平逐年提高，活力和竞争力不断

增强，2008 年入选《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的中国中央企业

已达 19 家，被海内外喻为中国“新国企”现象。 

为加快中国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步伐，建立符合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扩大选人用人视野，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国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 16 名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

理者，其中首次公开招聘 2 名 53 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总经理，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等世界 500 强企业有关职位也参加此次招聘。

目前，招聘公告通过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China 

Daily）、国资委网站、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对

外发布并接受报名，国内外有关媒体刊发了新闻通稿。 

几年来，公开招聘工作一直坚持面向海内外，注重吸引青

年企业家、经营管理者及海外优秀人才应聘，每年都有一些青

年经营管理者及外籍人士、具有境外永久居住许可证人员及在

海外工作人士报名应聘。为方便海外人士应聘，2006 年在海

外成功设立了同步笔试考点，受到海外应聘人员的欢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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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的职位层级高，企业影响力大，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

委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报名情况继续在海外设立同

步笔试考点。真诚希望您参加应聘，投身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在中国“新国企”崛起的大潮中开拓事业的新篇章，祝您成功！ 
您可登陆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各招聘企业网站和人民网、

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直接报名，也可下载《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国资委 2008 年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报名

表》，填写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

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子邮箱，也可来函报名或现

场报名（详见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招聘公告》）。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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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国 务 院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招 聘 公 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选拔

任用制度改革，吸引聚集国际国内优秀人才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

为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中共中央组

织部（以下简称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组织 16 户中央企业面向

海内外公开招聘 16 名高级经营管理者。 

一、招聘职位及职位要求 

（一）总经理职位 3 个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主要职责：主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具体

包括：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组织实施公司业务

重组和资源整合；引导和推动公司组织变革，增强集团管控力度；拟

订并组织实施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融资计划；组织制定并实施公司的有

关规章和管理制度；指导和协调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行使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职位要求：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熟悉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关政

策法规，掌握相关行业发展动态和方向；熟悉大型企业集团的组织和

运作模式，具有国际化企业的管理能力和资本市场运作能力；具有 5

年以上大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历；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具备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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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项目和工程组织协调能力者优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网址：http://www1.cec.com.cn 

2. 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总经理 

主要职责：主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具体

包括：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负责公司改革和管

理工作，引导和推动公司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拟订并组织实施年度

经营计划和投融资计划；组织制定并实施公司的各种规章和管理制度；

指导和协调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行使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职位要求：具有机械、电力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熟悉国内和国

际装备制造行业法规和规则，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和方向；具有 5 年以

上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或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历；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 

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网址：http://www.hpec.com 

3.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要职责：主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具体

包括：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推动公司发展；拟

订并组织实施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融资计划；组织制定并实施公司的各

种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指导和协调下属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行使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职位要求：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了解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

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旅游酒店、房地产、物流、商贸等行业的发展

动态和方向，熟悉大型企业组织管控和资本运营模式；具有一定的国

际化经营管理经验；具有多元化业务大型企业集团经营管理和市场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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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验者优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namkwong.com.mo 

（二）副总经理（副院长）职位 10 个 

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计划发展工作。具体包括：负责研究

拟订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负责组织拟订公司的年度生

产经营、固定资产投资等综合计划；负责公司电力投资项目开发的前、

后期评估和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并购重组工作；负责公司经

济活动分析和综合统计分析工作；协助负责拟订公司体制改革的规划

和计划；协助负责组织实施公司整体改制、上市等重大改革工作。 

职位要求：具有电力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国家能源政策法规，了解发电行业发展动

态和方向；熟悉企业战略管理、投资管理、并购重组和经济活动分析

工作；具有 5 年以上大型电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历；不限国籍。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网址：http://www.cgdc.com.cn 

2.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营销、轻型车业务管理工作。具体包

括：负责组织拟订公司营销战略，参与营销决策；负责公司的营销体

系建设与管理；负责公司的品牌管理；负责公司的营销信息管理；参

与制定轻型车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轻型车板块的整体经营管

理工作。 

职位要求：具有工学相关专业学历；熟悉汽车行业的政策法规，

了解汽车行业发展动态和方向；熟悉商用车和乘用车营销运作模式，

具有丰富的营销管理及市场开拓经验；熟悉汽车产品技术和制造工艺；

具有 3 年以上大型整车制造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职经历；能够应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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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或德语进行工作；不限国籍。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网址：http://www.faw.com.cn 

3.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运行管理体系创新和并购整合等业务

工作。具体包括：负责策划并组织实施公司组织体系、流程优化及信

息化建设；负责组织实施钢铁业重组和整合工作；负责优化公司各产

业板块管控模式和运行体系，推动所属企业协同发展。 

职位要求：具有钢铁冶金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学历；熟悉钢铁行业

政策法规，了解钢铁行业发展动态和方向；具有企业兼并收购、流程

再造和信息化管理的能力；具有 5 年以上大型钢铁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经历；不限国籍。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baosteel.com 

4.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生产运营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负责

组织建立和完善公司供应链管理、生产制造、质量控制的体系和流程，

协调、指导公司生产运营战略、计划的实施；负责组织拟订公司年度

生产、经营计划，保障、监督公司年度运营目标的实现；负责组织建

立并完善公司各业务板块及直属企业绩效考核体系。 

职位要求：具有化工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国家化工行业的产业政策，掌握国际化工业务及

产品的发展动态和方向；熟悉化工企业运营规律及特点，了解国际先

进化工企业的管理理念及方法；熟悉企业信息化工作；具有化工企业

生产、运营管理经验；不限国籍。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网址：http://www.chemchina.com.cn 

5.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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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协助院长分管材料研发与产业发展工作。具体包括：

负责总院材料类机构的统筹和运营管理工作；负责研究拟订材料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规划；负责组织材料科技创新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材

料产业化工作。 

职位要求：具有材料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材料行业政策法规，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

方向；具有产品研发、生产组织、市场开发等相关工作经历和组织管

理经验；能够熟练运用英语；不限国籍。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网址：http://www.bgrimm.com 

6.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和国际教育培训工

作。具体包括：协助总经理制定公司人力资源主营业务发展战略；负

责组织制定并实施人力资源外包业务和国际教育培训业务的经营计划

与策略；组织、整合、指导和协调各子公司和相应部门的业务活动。 

职位要求：具有现代人力资源知识结构；熟悉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的政策法规，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方向；熟悉大型企业集团的组织和

运作模式；熟悉人力资源外包和国际教育培训业务，了解掌握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业务；具有 5 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和服务工作经历；能够

熟练运用英语；不限国籍。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网址：http://www.ciic.com.cn 

7.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国际工程承包和投资项目管理工作。

具体包括：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国际工程承包和项目投资业务发展规

划；负责项目的研究论证和组织实施；参与公司新业务开发及筹划。 

职位要求：具有土建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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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行业的政策法规，了解行业发

展动态和方向；具有国际工程承包和项目管理经验；能够熟练运用法

语或英语；具有国外工作经历或法语熟练者优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 

中 国 成 套 设 备 进 出 口 （ 集 团 ） 总 公 司 网 址 ：

http://www.complant.com 

8.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院长 

主要职责：协助院长分管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工作。具体包括：

负责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方面的经营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市场培

育和业务拓展工作；组织协调全院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工作；协助

制定全院的经营战略和计划。 

职位要求：具有土木工程或机电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工程设计行业与工程总承包领域的政

策法规，了解国内外行业发展动态和方向；熟悉科技型企业组织和运

作模式；熟悉企业战略管理、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业务；具有 5 年

以上大中型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工作经历；能够熟练运用英语；不

限国籍。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网址：http://www.ceedi.com.cn 

9. 长沙矿冶研究院副院长 

主要职责：协助院长分管科研管理与技术创新工作。具体包括：

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科研与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和年度计划；负责构建

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负责科研、技术创新和投资项目技术评估管理；

负责科技攻关项目开发评价及申报管理；组织重大课题的实施及“产

学研”联盟的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具有地矿或材料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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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冶金行业的政策法规，了解行业发展动态

和方向；熟悉科技型企业的组织和运作模式，了解科研工作的基本规

律，具有较丰富的科研工作管理经验；具有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

域相关工作经历或组织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能力；能够熟练运用英语；

不限国籍。 

长沙矿冶研究院网址：http://www.crimm.com.cn 

10.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国际合作与资本运营工作。具体包括：

主持公司国际合作与资本运营日常工作；拟订公司国际合作与资本运

营战略和规划；开拓国际市场，开展股权融资等资本运营工作，对合

作项目与资本运营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建立健全相关业务组织机构

与管理体系。 

职位要求：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国际注册会

计师等职业资格；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具有丰富的国际合作与资

本运营管理经验；能够应用英语进行工作；具有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机

构任职经历或法语熟练者优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cgnpc.com.cn 

（三）总会计师职位 3 个 

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职责：协助分管财务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负责组织拟订并实

施财务和资本运营战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组织编

制和执行全面预算，拟订资金筹措和使用方案；组织实施会计核算、

会计监督、会计检查及财务分析；负责成本分析和电价管理工作；协

助管理金融保险业务；参与对外投资、贷款担保、大额资金使用、产

权变动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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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要求：具有财经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高级会计师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熟悉国内财经法规、国

内外财务会计制度和金融市场运行规则；熟悉电力行业业务和电价工

作，有较强的财务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从事财

务、会计等管理工作 8 年以上，具有大型企业高级财务管理负责人经

历；具有金融企业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网址：http://www.csg.cn 

2.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财务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负责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组织编制和执行全面预算，拟订资金

筹措和使用方案；组织实施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检查及财务分

析；参与对外投资、贷款担保、大额资金使用、产权变动等重大事项

的决策和实施。  

职位要求：具有财经或管理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注册会

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或注册审计师等职业资格，或具有高级会

计师、高级审计师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国内财经法规、

财务会计制度和行业相关政策法规，了解国际金融惯例；有较强的财

务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从事财务、会计、审计、

资产管理等管理工作 8 年以上；能够熟练运用英语；不限国籍。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网址：http://www.cnadc.com.cn 

3.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职责：协助总经理分管财务管理工作。具体包括：负责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组织编制和执行全面预算，拟订资金

筹措和使用方案；组织实施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检查及财务分

析；参与对外投资、贷款担保、大额资金使用、产权变动等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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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和实施。 

职位要求：具有财经类相关专业学历，一般应具有注册会计师或

注册审计师等职业资格，或具有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相关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国内财经政策法规、财务会计制度和行业相

关政策法规；有较强的财务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从事财务、会计、审计、资产管理等管理工作 8 年以上；熟悉商贸企

业特别是大宗商品贸易企业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者优先；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网址：http://www.cncrc.com.cn 

上述 16 户企业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

集团公司、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成套设

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设董事会，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委托中央组织部、国务院

国资委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有关职位的招聘。 

二、报名基本条件 

应聘者除符合所应聘职位的具体要求外，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一）遵规守法，品行端正，诚信廉洁，勤奋敬业，团结合作，

作风严谨，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二）熟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

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战略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改革创新

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业绩突出。 

（三）应聘总经理职位，一般应具有大型企业（包括金融类企

业）或知名跨国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等以上职位 2 年以上任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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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担任副总经理、副总裁的需有下一层次企业总经理、总裁等正

职职位任职经历），或下一层次企业总经理、总裁等职位 3 年以上任

职经历；或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正厅（局）级职位或副厅（局）

级职位 3 年以上任职经历。 

应聘副总经理（副院长）、总会计师职位，一般应具有大型企业

（包括金融类企业）或知名跨国公司高级管理职位 2 年以上任职经

历，应聘副总经理（副院长）职位的还需有其他正职职位任职经历；

或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副厅（局）级以上职位 2 年以上任职经历。 

（四）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能够熟练使用中文作为工作

语言，具有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五）应聘总经理职位，年龄一般在 50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

年龄可适当放宽，但不超过 53 周岁；应聘副总经理（副院长）、总

会计师职位，年龄一般在 4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

宽，但不超过 50 周岁。 

三、招聘程序 

（一）招聘工作按照自愿报名、资格审查、统一考试[包括笔试

(含外语笔试)、面试、评价中心技术测评和心理素质测评，对外语

有要求的职位进行外语口试]、考察了解、决定聘用的程序进行。 

（二）按照有关规定，对聘用人员实行任职试用期制。 

根据报名情况，海外设立同步笔试考点。 

四、报名时间、方式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 

2008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6 日（来函报名以邮戳为准）。 

（二）报名方式 

1. 网上报名：应聘者可登陆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各招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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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和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直接报名，也可下载《中

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 2008 年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

报名表》，填写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公

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子邮箱。 

国务院国资委网址：http://www.sasac.gov.cn 

招聘办电子邮箱：2008gkzp@sasac.gov.cn 

        gkzp2008@sasac.gov.cn 

报名后，请应聘者及时将相关证明材料邮寄到中央组织部、国

务院国资委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 现场报名: 应聘者可到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公开招

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西直门北大街 62 号中国铝业大厦 9

层）报名，接待时间：每天 8:30-16:30（北京时间），节假日不休

息。  

3. 来函报名：来函请寄北京市西直门北大街 62 号中国铝业大

厦 9 层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编：100082。 

联系人：马明伟、徐锋、薛丽军、张一虹、范长刚。 

联系电话：86-10-82298945、82298938、82298939、82298929、

82298919。传真：86-10-82298959、82298944、82298920。 

（三）有关要求 

每个应聘者只能报考一个职位。 

应聘者在报名时请说明应聘企业及职位，并尽可能提供以下中

文资料：①本人身份证或护照、永久居留证、工作证、学历、学位、

职（执）业资格、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明书复印件各 1 份；②

个人简历、近年来主要工作业绩（成果）材料、相关证明材料（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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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归国人员应出具留学证明）；③近期 2 寸彩色证件照片两张。报名

资料不再退回。 

应聘者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

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在招聘过程中，我们承诺为各位应聘者保密。为加强对招聘工

作的监督，特设立监督电话：86-10-64471417（周一至周五，北京

时间 8:30-16:30），手机：13693515122（每天 24 小时开机）。 

 

 

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 年 7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