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川投田湾河牙友有限責任公司

2021年招聘公告

一、公司筒況

四川川投口湾河升友有限責任公司 (以下筒称 “公司")主要

八事田湾河流域梯象屯堵的升友建没和姪菅管理。公司注Xll資本

金 4化元人民市,現有股末力:四 川川投能源股分有限公司(80%)、

中国屯建集困成都勘淑1没汁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四川沃能投

資集困有限公司(5%)。 公司姿声仇良,近五年年平均浄不1潤 釣 1・ 8

化元人民市,姿声 1文 益率位子同行前夕1。

口湾河流域梯象水屯堵接照 “一岸三象"升友建浚,恙装机

容量 740MW。 屯堵主体工程千 2004年升工建浚,首 合机俎 2007

年井国友屯,全部机俎 2009年投声友屯,成都近控中|む 2013年

投入逐行,足 四川屯国的仇旗屯源点え一。

公司乗承 “以良好的数益口扱股末,以仇反的屯能口扱社会 ,

以仝面的友晨口扱貝工"理念,奄1新碗立了 “一主両捕両新"友

晨格局,公司生声姪菅妓益良好,足川投集困旗下仇反水屯姿声

和能源を立人オ基地。

公司下浚 12企部 11、 2企仝姿子公司 (仁宗海公司和景迷公

司 )、 1今控股子公司 (口 湾河旅済公司)和 1今分公司 (成都分

公司 )。 公司欄有~文高素皮、寺立枝木共力雄厚的貝工仄伍 ,

本科及以上学灰人数釣占 75%以上。



力満足公司及部 11、 子公司立券友晨需要,助推公司高反量

友晨,現面向社会公升招聘工作人員 5名 ,面 向普適高等院校公

升招聘 2021泣届半立生 2銘 。相美事宜公告女口下:

二、招聘尚位及要求

(―)社会お聘尚位及妥ネ

1.社会招聘蘭位

(1)資金財外部財券管理粛2人。其中:1人派駐下属旅滋

公司任財券恙監 (財券負貴人),負 責財券管理工作;1人主要久

責下属景迷公司財券扱表核算工作,関 象力主亦寺貝。

(2)十支1合同都合同管理 (招投林及合同管理)閃 1人 ,関

須力主管寺貝,主要負責公司招投林及合同管理工作。

(3)常十監察部常十、法律事券管理尚 1人,蘭 須力主亦寺

貝,主要負責公司内部常十和法券工作。

(4)口 湾河旅滋公司副恙埜理:1人 ,協助恙姪理分管工程

建没和安全不保工作。

2.社会招聘要求

(1)基本条件

①政治索皮較高,思想道徳品皮好,欄ナ党的路銭方針政策 ,

実事求足 ;

②具有良好印さ理素庚和身体条件,具有良好的人隊美系和

抗圧能力;

③具有較張的公文写作能力和良好的口共表迷能力,工作踏

実,愛 関敬立;



④堅持原只1,販仝大局,作ヌ正派,廉浩自律。

(2)蘭位釈責及任取条件要求等,洋几附件。

(3)凡有下夕1情形え一者,禁止扱名 :

①曽受迪司法机美刑事丈調的;

②渉嫌逹法、辻妃正在接受常査的;

③曽被党究、IFt先 人分的;

④曽被升除公取、解聘的。

(二)校曰お聘十止及要求

1.校国招聘を立

(1)水二部:1人。土木工程、水利水屯工程/建筑工程等相

夫工程炎寺立。

(2)友屯部:1人。水文水資源/水文自功淑1扱等寺立。

2.校国招聘要求

(1)基本条件

①仝曰制大学本科学灰及以上;

②品行端正,性格升明,有較張的洵週及表迷能力;

③責任|む 張,吃普耐芳,能承受較大的工作圧力;

④成鏡仇昇,党 貝及学生千部、有相夫寺立実刀工作変お仇

先。

(2)凡被学校党妃、政妃丈分的,不得扱名。

三、薪資福利

新姿福不1由 基本新酬、飲数新酬ヽ“五隆一金"杓成,口湾河

公司有校力完善的新酬管理利須妓考核キ1度。



四、皮聘須知

(一 )泣聘意向者,清格企人泣聘筒所、学所学位、取立姿

格、取称等相美姿反江ギ指描文件 (校国泣聘人員同時需在校成

須単 ),千 2021年 4月 15日 (投遼筒灰裁止口)前友送至招聘郎

箱,郎件主題力 “泣聘者姓絡+寺立+泣 聘蘭位"。

(二 )変初歩常査符合公司招聘出位要求的人員,公司格在

投逃筒灰裁止日一月内通知具体宅拭和面拭等事宜。

(三 )社招口湾河旅済公司冨1恙 姪理関位,泣聘者均公司控

股公司四川口湾河旅済升友有限責任公司答iT合同。

咲系人:王女士 侯先生

招聘由F箱 :rlzybOourmail.cn

咲系屯活:028-88245517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 四川川投田湾河升友有限責任公司久責

解粋。

特此公告。

附件:2021年社招粛位取責及任以要求

四川川投田湾河升友有限責任公司

2021年 4月 8日



附件 :

四川川投田湾河牙友有限責任公司

2021年社招南位取責及任取要求

一、財努管理開

(― )スオ芥恙上 (財芥負テ人)

1.蘭 位駅責

(1)会十基拙管理取責

①貫御仇行国家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遵守国家財姪究律 ,

近用現代管理方法,俎須和規疱本企立会廿工作 ;

②俎鉄十1河企立会十核算方法、会十政策,碗 定企立財券会

十管理体系;

③俎須実施企立財券 1文支核算均管理,升晨財券収支的分析、

萩淑|、 十支1、 控制和監督等工作;

④俎鉄十1河財券人員管理帝1度 ,提出財券机杓人員配各、険

伍建浚和考核方条;

⑤俎鉄企立会十減信建浚,依法姐鉄編制和及叶提供財券会

汁報告。

(2)財券管理均監督釈責

①俎縁十1】企立財券管理規章牛1度 ,井監督各項財券管理制

度机行情汎;

②俎鉄似汀和下迷財券萩算,平借分析萩算机行情況,休助

企立十1資増 1丈市支,市能降耗十支1,推行仝面預算管理工作;



③俎鉄端キ1和常核企立財券決算,似資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

和弥ネトi板方案;

④俎須制資和実施K短期融資方条,仇化企立資本結胸,升

晨姿声久債しヒ例控制和財券安全性.流功性管理;

⑤俎鉄似定和実施資金箸措和使用方条;

⑥定期向上須相美部11報告企立財券状況和姪済数益情況。

(3)履行企立財券内控机十1定浚駅責

①研究キ1河本企立財券内部控lll帝1度 ,促逃定立健仝企立財

券内部控キ1体系;

②俎鉄坪借、淑1拭財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残性;

③俎須建立和完善企立財券ヌ隆萩警均控十1机制。

(4)企立重大財券事項監管以責

①根据派駐企立董事会授杖,参均常核企立投融資、重大変

済合同、大叡資金使用、申清担保等事項的汁支1或 方条;

②対企並項目投資、兼井1文殉、技木改造等事項俎縁升晨財

券可行性沿江分析,井提供資金保障和実施財券監督 ;

③対股末会、董事会批准的公司重大変菅十支1、 方条的仇行

情況逃行財券監督,及叶扱告重大財券事件。

2.任駅要求

(1)学灰要求:具有財券、会十、常十等相美を立仝曰帝1本

科以上学灰 ;

(2)取称要求:中 象会十りT以上を立技木取格,注冊会十りT

仇先;



(3)工作変詮:具各文旅升友行立相美工作姪詮;累 +10年

以上財券会十、常十相美工作,井■5年 以上仝面主持財券工作姪

詮;具各国有企立成立変お者仇先。

(4)年蛉要求:40周 夢及以下,特男1仇秀者可近当放完;

(5)能力要求:有較高的政策理発水平,熟悉国家財姪法律、

法規、方針、政策和制度,掌握班代管理的有美舛沢;共有較張

的決策芽1断 能力、た菅管理能力、洵通llT凋 能力、監督控lll能力、

丈理隻奈1司 題和炎友事件能力,具各較張的升拓Cl新精神利市場

克争意ス。

3.工作地点

雅安市石棉去,根据工作需要至1項 目現場或其他地点。

(二 )財努扱表核算間主亦寺員

1.蘭 位取責

(1)接照公司制度升晨日常会十核算;

(2)縮帝1公司各美財券扱表 ;

(3)逃行各炎財券分析.管 理扱表分析;

(4)接公司キ1度升晨財券萩算管理;

(5)完成頷早交外的其他工作。

2.任駅要求

(1)学厠要求:仝 曰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半立,会十、常汁寺

立;

(2)釈称要求:中 象会十りT取称或以上,注 nll会十りT仇先;



(3)工作盗詮:具有国有企立財券工作姪詮,34_須八事 3年

財弁恙敗相美工作 ;

(4)年蛉要求:30周 夢以下;

(5)根据工作需要,接受省内派駐需求。

3.工作地点

成都市,根据工作需要至1屯 堵現場或其他地点。

二、合同管理 (招投林及合同管理)開主管寺員

(一 )関位取責

1.貫物執行国家IEK策わ法律法規,参均瑞キ1井仇行公司咸本

及合同管理十1度 ;

2.久 責升晨項目概萩算、控制介瑞制及造介常核等立券;

3.負 責公司招林、しヒ地等各炎外委招林、友包文件的縮十1及

招林工作;

4.参均各炎合同淡ナ1、 久責合同文件的名lll、 常核 ;

5.負 貴合同新増、変更、合同結算等的介格猫 1及常核 ;

6.完成上象頷早交亦的其他工作。

(二 )任駅要求

1.学所要求:仝 曰十1大学本科及以上初始学所 (211院校 ),

水オ1水 屯工程、工程造合、工程管理等を立;

2.取称要求:中 鉄及以上枝木取称,有工程造倫炎机立姿格

者仇先;



3.工作変わ:年蛉在 40周 夢以下,有 8年及以上概萩算及招

投林管理姪詮,施工管理姪お,有工程概預算、造介文件編十1姪

詮;

4.熟悉工程造介管理和成本控十1流程。

(三 )工作地点

咸都市,根据工作需要到屯堵現場或其他地点。

三、内部常it、 法律事努管理開主亦寺員

(一 )蘭位駅責

1.負 責公司常十十1度的似tll、 修資,立券流程ヽ相美技告;

2.久 責公司内部常十 (財券、工姿、其セ寺項 )的相美事券;

3.久 責整理、リヨ炎各紳常十資料井移交楷条室管理;

4.久 責其他需要逃行内部常廿的事項;

5.久 責縮制和修資渉及公司法律事券方面的相美工作如只1、

キ1度、報告或其他 ;

6.負 責公司各項合同的法律常核,対合同商券条款提供起草

或修改定決 ;

7.負 責公司常年法律販目的逃用及相夫管理;

8.久 責丈理或解決公司法律訴淡、仲裁、た済多1分等相夫事

宜;

9.向 公司部 11、 人員提供法律定洪,或提出有美保や公司法

律杖利和オ1益的方条;

lo.負 責整理、リヨ炎各科関位立券資料的管理、存楷、移交;



11.完成上象飯早交亦的其他工作。

(二 )任双要求

1.学灰要求:本科及以上学月,財会、常サ、法律相美を立;

2.以称要求:中 象及以上技木駅称,逍逍国家司法考拭、取

得法律取立姿格,有律りT姿格者仇先;

3.工作経詮:具有 3年 以上相美工作経詮;

4.知 沢均技能:掌握国家有美法律法規政策,関位立券基本

知沢,熟妹掌握本出立券規程,精週相美知沢和方法。

(三 )工作地点

成都市,根据工作需要到屯堵現場或其他地点。

四、田湾河旅滸公司副恵姪理 (班子成長,分管工程建没和

安全琢保工作 )

(一 )関位双責

1.llT助 公司恙姪理負責工程定浚和安全不保管理工作,負 責

俎鉄実施項目工程没十、常査、招投林和施工中的反量、逃度、

成本管控、安全文明、不保水保、防洪度汎、お牧等仝辻程控キ|

管理,対分管立券苑曰久宜接頷早責任;

2.芦格机行国家工程建浚利招投林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行

立林准和規程規疱等,井監督介管部11貫御机行 ;

3.根据相美的法律法規,俎鉄キ1定公司工程建浚和安全不保

管理キ1度及其技木林准、流程文件等,井監督分管部11貫御机行 ,

定期姐鉄修資完善;



4.接吋完成上象頷早交外的其他工作。

(二 )任双条件

1.基本条件:政治素庚較高,思想道徳品庚好,堅持原ス1,

工作踏実,作ヌ正派、廉渚自律,具有良好的′む理素庚和身体条

件,具有良好的人昧美系利抗圧能力;

2.学灰要求:本科及以上;

3.寺立要求:土木工程炎相美寺立;

4.取称要求:工程りT及 以上,共有建造りT或監理工程lT姿格

江仇先;

5.工作姪詮:10年及以上工程項目管理盗詮,有国企工作盗

所仇先;

6.年蛉要求:40周 夢以下,特男1仇秀者可通当放完。

(二 )工作地点

雅安市石棉芸境内。

(四 )新資福利

新姿福利由基本新酬、飲数新酬、“五陰一金"和其他福不1胸

成,日湾河旅済公司有較力完善的新酬管理和須数考核制度。

五、合同釜iT単位

泣聘者均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一一四川口湾河旅済升友有限責

任公司答河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