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藏铁路公司招聘2017年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信息表（五）
序
号

岗位   
代码

招聘岗位 专业要求 学历 人数 工作单位及数量 备注

1 6301703

动车组维护、车辆检修、大

型机械操作和维修等生产操
作技能岗位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程机械、热能（能源）
与动力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焊接技术与工
程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7

西宁车辆段8人、西宁东车辆段8人，以上人员

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作；西宁工务机械
段1人

2 6301704
信号、通信设备检修等生产
操作技能岗位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自动化、自动控制、轨道交通信号

与控制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4
西宁通信段5人、西宁电务段3人，以上人员均
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作；格尔木电务段6人

3 6301705

牵引供电、接触网送变电、

车辆供电检修等生产操作技
能岗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科      

及以上
9

西宁供电段4人、西宁车辆段2人、西宁东车辆

段2人，以上人员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
作；西宁工务机械段1人

4 6301706
工务线桥隧维修、工程概预
算等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隧道）、建筑工程、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给排水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7
西宁工务段（哈木线）7人、德令哈工务段8人
、格尔木工务段1人、西宁工务机械段1人

5 6301707
行车组织、调车作业、货运
组织等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4
西宁车务段（哈木线）2人、格尔木车务段5人
、德令哈车务段7人

6 6301708
计算机网络维护、软件开发
、安全防护等岗位

网络工程、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2

西宁电务段1人、西宁通信段2人、西宁车辆段2
人、西宁东车辆段1人、西宁供电段1人，以上

人员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作；西宁工务
段（哈木线）1人、德令哈车务段1人、格尔木
电务段2人、德令哈工务段1人

7 6301709 财务、会计、税收等岗位
会计、财务、金融、财政、税收、审计、经济

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5

西宁供电段1人、西宁工务段1人、西宁电务段1
人、西宁通信段1人、西宁车辆段1人、西宁东
车辆段2人，以上人员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

工作；格尔木机务段2人、格尔木车务段1人、
德令哈车务段1人、格尔木工务段1人、格尔木
电务段1人、德令哈工务段2人

8 6301710 公文写作、新闻宣传等岗位 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3

西宁供电段1人、西宁通信段2人、西宁车辆段2
人、西宁东车辆段2人，以上人员均在柯柯及以
西车间班组工作；格尔木车务段1人、德令哈车
务段1人、德令哈工务段2人、西宁工务机械段1

人、格尔木电务段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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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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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专业要求 学历 人数 工作单位及数量 备注

9 6301711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保障等
岗位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
理、档案学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10

西宁供电段1人、西宁电务段1人、西宁通信段1

人、西宁车辆段1人、西宁东车辆段1人，以上
人员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作；西宁工务
段（哈木线）1人、西宁车务段（哈木线）1人
、格尔木工务段1人、格尔木电务段1人、德令
哈工务段1人

10 6301712
企业行政事务管理、信息管
理等岗位

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5

西宁供电段1人、西宁电务段1人、西宁通信段1
人、西宁车辆段1人，以上人员均在柯柯及以西
车间班组工作；西宁工务段（哈木线）1人

11 6301713 客货营销岗位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5

格尔木车务段2人、德令哈车务段2人、西宁车
务段（哈木线）1人

12 6301714 安全、消防管理岗位 安全工程、消防工程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2

西宁东车辆段（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1人、西
宁工务机械段1人

13 6301715 法律事务、教育培训等岗位 法学专业
本科      

及以上
2 非运输系统（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2人

14 6301716
旅客运输窗口单位播音、翻
译等操作技能岗位

英语、日语、法语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2 格尔木车务段1人、德令哈车务段1人 语言表达能力强

15 6301717
客运（旅游列车）乘务操作
技能岗位

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学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4 西宁客运段4人

形象气质佳，服务意识
好，表达沟通能力强；
面试环节加试才艺表演

16 6301718 旅游业务经营拓展岗位 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      

及以上
4 非运输系统（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4人

17 6301719 酒店业务经营拓展岗位 酒店管理专业
本科      

及以上
2 非运输系统(格尔木、拉萨地区)2人

18 6301720
高海拔地区疾病预防和卫生
检疫等岗位

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医学等专业

本科      
及以上

2 疾病预防控制所（格尔木、拉萨地区）2人

19 6301721 客运组织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专业不限
本科      

及以上
20 德令哈车务段10人、格尔木车务段10人

形象气质佳，服务意识

好，表达沟通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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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301722
车辆检修等生产操作技能岗
位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
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数
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机电一体化技术、生产过
程自动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

子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运用技术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结构修理、飞机维
修、飞机制造技术、航空机电设备维修、航空
电子设备维修、航空电子信息技术、轮机工程
技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材料成型与控

制技术、材料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供热
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铁道机车车辆、铁道车
辆、高速动车组驾驶与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动车制造技术等专业

大专   
（高职）

137
西宁车辆段80人、西宁东车辆段53人，以上人
员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作；西宁工务机

械段4人

21 6301723
牵引供电、接触网变电等生

产操作技能岗位

电气自动化技术、供用电技术、电力系统自动
化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厂热能动力装
置、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电气化铁道技术、电
机与电器技术、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机电设
备维修与管理、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工程机械
运用与维护等专业

大专   

（高职）
55 西宁供电段（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55人

22 6301724
通信控制、电务检修自动控
制等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测量
技术与仪器、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移
动通信技术、通信网络与设备、交通安全与智
能控制、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铁道通信信号
、高速铁路信号控制、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等专
业

大专   
（高职）

86

西宁电务段18人、西宁通信段56人，以上人员

均在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工作；格尔木电务段
12人

23 6301725

工务线桥隧维修、大型养路
机械操作维修、房屋土建、

工程施工等生产操作技能岗
位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测绘工程
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工程监理、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市
政工程技术、铁道工程技术、高速铁道技术等
专业

大专   

（高职）
88

西宁房建生活段（柯柯及以西车间班组）3人、
西宁工务段（哈木线）37人、德令哈工务段36

人、格尔木工务段8人、西宁工务机械段3人、
格尔木房建生活段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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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6301726
行车组织、调车作业、货运

组织等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铁道（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空中乘务、高速
铁路客运乘务、物流管理、集装箱运输管理、
公路运输与管理、安全技术管理、建筑工程管
理、建筑装饰工程技术、材料工程技术、建筑
设计技术、电子商务技术、报关与国际货运、
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
息管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软件技术等专业

大专   

（高职）
138

西宁车务段（哈木线）19人、格尔木车务段62

人、德令哈车务段57人

25 6301727
高铁客运乘务生产操作技能
岗位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空中乘务、铁道（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等专业（净身高：女性165cm以
上、男性172cm以上）

大专   
（高职）

7 西宁客运段7人
形象气质佳，服务意识
好，表达沟通能力强；
资格复审环节测量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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