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网科研院2019年校园招聘职位描述和岗位需求表

序号 岗位类别 专业类别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拟宣讲站点及高校 岗位职责 其他要求 部所

1

技术类 电气类

雷电防护技术研究岗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工

理论与新技术

  北京  清华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开展南方电网雷电防护新技术 、新设备研究工作；
2、开展与雷电过电压有关的电网事故和设备事故分析的技术支持服务工作 ；
3、开展防雷与接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 、开发和测试工作；
4、开展防雷与接地标准的制定及宣贯工作 ；

5、开展防雷软件、新型避雷器等新产品的推广及成果转化工作 。

硕士及以上 高电压技术研究所

2
直流及电力电子技术应用及

拓展研究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

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负责直流工程、电力电子装置级设计及其产业化应用 。 硕士及以上
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

技术研究所

3 海上风电技术研究岗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负责海上风电接入新技术的研究 ，风电接入对直流成套设计特殊要求研究及与控制保护相互影响研究

。
硕士及以上

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

技术研究所

4
大功率电力电子变换及控制

技术研究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

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负责柔性直流输电，直流配电网、分布式储能系统集成设计及特性研究 。 硕士及以上
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

技术研究所

5
电力市场及电网经济运行研

究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市场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负责开展南方区域电力市场机制研究 ；负责电力市场仿真模拟技术研究及平台开发 、负责或参与南方电
网经济运行分析、南网交直流混联系统网损特性分析及交直流功率优化分配策略研究 、南方区域电力市
场建设策略及中远期规划研究 、多能流统一建模及优化调度技术研究 、可再生能源市场化消纳策略研究

。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6 继电保护开发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
气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智能变电站保护、测控、后台监控、远动装置等产品的IEC61850通讯关键技术研究；
2、负责智能变电站嵌入式系统 IEC61850通讯规约的需求调研和需求分析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或参与项目需求分析 , 参与继电保护装置的系统设计及开发 ，对产品研发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7
新能源发电机网协调

分析岗

电力系统、新能源发电

、储能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开展与电网安全运行计算分析相关的水力 /火力发电机组建模工作，并进行元件参数的建立、校核与
管理；
2、开展考虑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后的机网协调问题以及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入网检测 、建模相关工作。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第 1 页，共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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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类 电气类（续）

系统计算分析软件研发岗
计算机软件或算法研究

、电力系统分析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参与潮流计算、机电暂态、短路电流计算、小干扰稳定分析、静态电压稳定、全电磁暂态仿真、机
电-电磁混合仿真、中长期动态过程仿真等软件模块的完善维护与相关开发工作 。
2、负责开展自主开发的电力系统计算分析软件的测试与验证 、用户说明文档编写与维护 、宣传推广与
用户培训、应用中的技术支持、意见建议收集与问题反馈 。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9 智能控制保护技术研究岗 电力电子/电气系统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南京  东南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负责电网智能信息系统的开发 ；
2、负责电网控制保护及其仿真技术研究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10 直流配网试验技术研究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负责直流配网检验检测 、试验技术的科研工作；
2、负责相关平台的检验检测业务 ；

3、负责相关资质、软硬件平台的拓展与维护 ，更高级实验室与平台申报工作 ；
4、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

硕士
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

技术研究所

11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岗

（配网可靠性及电能质量 ）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及相关专业）

  北京  清华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依托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和供电电压监测管理系统开展相关的技术监督与评价 ；
2、开展电能质量及无功电压相关的技术标准制定或修编 ；

3、开展电能质量及无功电压相关的科技项目研究 ；
4、开展电能质量和供电电压监测管理系统相关的运维及技改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12
电力市场及电网经济运行

研究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市场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负责开展南方区域电力市场机制研究 ；负责电力市场仿真模拟技术研究及平台开发 、负责或参与南方电
网经济运行分析、南网交直流混联系统网损特性分析及交直流功率优化分配策略研究 、南方区域电力市
场建设策略及中远期规划研究 、多能流统一建模及优化调度技术研究 、可再生能源市场化消纳策略研究
。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13 安稳控制技术研究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负责南方电网安全稳定计算分析 ，研究制定年度安全稳定控制策略及三道防线控制方案 ；
2、负责完成稳控系统现场联合调试 ；
3、参与交直流混合大电网的直流附加控制以及多直流协调控制技术研究 、中长期动态过程仿真及系统

频率协调控制技术研究 ；
4、参与基于广域测量的大电网在线安全稳定控制技术和态势感知技术研究 ；
5、参与含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的系统安全稳定控制技术研究 。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14 综合用能服务技术岗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自动

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南京  东南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用户用电行为分析技术研究 ；

2、负责用户综合用能政策 、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3、负责用户分布式能源供电及于电网互动技术研究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15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
（用电自动化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终端软硬件技术研究 ，包括嵌入式平台、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软件实现等；
2、负责用电终端可靠性技术研究 ，包括硬件可靠性软件可靠性技术等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16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
（用电通信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通
信工程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用电技术研究 ，包括物联网技术、电力线通信、光纤通信等技术；

2、负责用电通信模块及装置开发 ；
3、负责用电通信实验室及测评技术研究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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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类别 专业类别 岗位名称 专业方向 拟宣讲站点及高校 岗位职责 其他要求 部所

17

技术类 电气类（续）

智能电表技术研究岗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新型智能电表软硬件技术研究 ，包括准确计量、人工智能、嵌入式平台、信息处理、软件实现

、芯片技术等；
2、负责智能电表深化功能应用研究 ；
3、负责智能电表可靠性技术研究 ，包括硬件可靠性软件可靠性技术等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18 新型负荷计量技术研究岗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自

动化/测试计量技术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分布式能源计量技术研究 ；
2、负责数字化计量技术研究 ，包括数字化电能表、数字化互感器、光电互感器技术等；
3、负责谐波计量技术研究 ，包括电能质量分析、谐波监测计量等；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19 试验平台建设运行研究岗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清华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开展仿真实验室建设、运行和管理，负责试验平台的建设和维护 ；

2、开展电网仿真技术的应用研发 ，负责电网仿真技术培训和交流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20
电网运行人工智能应用技术

研究岗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开发 ；

2、开展人工智能在电网应用技术研究 ；
3、开展人工智能高级应用算法开发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21 电网仿真分析技术研究岗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开展电网年度典型运行方式实时仿真计算 ；
2、开展电网检修方式运行安全校核计算 ；
3、开展仿真工具开发和维护工作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22
电力需求侧与能效技术研

究岗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自动

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南京  东南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电力需求侧管理政策研究 ；
2、负责电力需求侧平台技术研究 、系统研发和运维；

3、负责用户能效评估技术研究 ；
4、负责电力需求侧及能效终端测评技术研究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23 安全稳定控制技术研究岗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开展新型稳控技术研发和试验工作 ；

2、开展电网稳控系统仿真测试工作 ；
3、开展稳控装置检验检测工作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24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究岗

（用电自动化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终端软硬件技术研究 ，包括嵌入式平台、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软件实现等；
2、负责用电终端可靠性技术研究 ，包括硬件可靠性软件可靠性技术等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25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究岗

（用电通信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通

信工程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用电技术研究 ，包括物联网技术、电力线通信、光纤通信等技术；
2、负责用电通信模块及装置开发 ；
3、负责用电通信实验室及测评技术研究 。

博士/硕士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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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技术类 电气类（续）

智能输变电研究岗
（变电站保护测控装置方

向）

电气工程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开展交流变电站保护测控装置及其新技术研究
2、开展交流变电站保护测控装置检测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27
智能配电研究岗

（配网自动化方向）
电气工程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南京  东南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1、负责配电网自动化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2、负责配电网自动化相关技术服务 ；
3、负责配电网自动化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

4、负责双创基地智能电网配网自动化试验平台的建设和运维 ；
5、负责组织或实施配电网相关装置技术检测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28
智能配电研究岗

（配电网规划方向）
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配电网规划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2、负责配电网规划相关技术服务 ；
3、负责配电网规划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

4、负责开展配电网规划等相关软件的研制动作 ；
5、负责编制配电网规划报告及规划方案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29 直流运行仿真技术研究岗 电气工程/电力电子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直流控制保护特性分析及其仿真 ；
2、直流控制保护相关的技术研发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30
新能源技术研究岗
（综合能源方向）

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土木工程(供
热、供燃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2、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技术服务 ；

3、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
4、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实验平台建设和运维 ；
5、负责组织或实施微电网 、综合能源相关装置技术检测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31
新能源技术研究岗
（海上风电方向）

电气工程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海上风电及新能源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2、负责海上风电及新能源相关技术服务 ；
3、负责海上风电及新能源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

4、负责海上风电及新能源实验平台建设和运维 ；
5、负责组织或实施海上风电及新能源相关装置技术检测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32
新能源及输电网规划技术

研究岗
电气工程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负责或参与新能源资源评估 、出力特性、并网送出、系统消纳、网源协调等方面理论与方法研究 ；
负责或参与含新能源的电力系统经济运行理论与方法 、系统稳定控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参与新

能源发电并网、电力系统规划等领域内相关的标准规范编制与修订工作 ；开展新能源规划、设计、运行
与控制相关技术问题的研究工作 ；负责跟踪搜集国内外新能源发展相关情况 。
2、输电网规划研究岗：参与编制南方电网电力工业发展规划和系统设计工作 （一次部分），主要承担

其中的电网规划专题研究 ；负责或参与电网规划关键技术研究 ，负责搜集整理国内外电网规划相关资
料；参与南方电网规划和输变电网工程相关技术标准与原则的编制与修订工作 ；开展直流输电的规划、

设计、运行与控制相关技术问题的研究工作 。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33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岗

（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通信、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或相关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构建、维护、优化设备状态评价专家系统 ；
2、协助开展系统主站的规划与建设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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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类

电气类（续）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岗
（变压器设备评估）

电气工程及相关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开展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线圈类设
2、备故障、缺陷分析，运行状态分析评价；

3、线圈类设备运行检修技术支持 ；
4、线圈类设备新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 ；
5、线圈类设备技术标准化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35 配网自动化开发岗
电力/电气/通信/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开展配网自动化系统安全防护相关技术研究 ，并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2、负责制定配网自动化系统安全防护总体方案 ，并开展相关安全认证加密关键技术研究 ；
3、负责配网自动化业务安全交互技术研究和流程设计 ；

4、负责配网自动化相关产品及二次安防设备的设计 、开发及技术研究，对产品研发的全流程进行管
控；
5、负责或参与配网或安全防护相关的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 。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36
电磁暂态仿真模型

开发与管理岗
电气工程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负责元件级多时间尺度模型开发 ；
2、负责电网级高效（快速、精确）建模；

3、负责模型统一管理与维护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37

输电试验平台运行维护
技术岗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工

理论与新技术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负责特高压实验室运行管理 ；
2、开展高压试验技术、测量技术研究及应用；
3、负责实验室试验研究及检测业务实施 。

硕士及以上 高电压技术研究所

38 开关技术研究岗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机
与电器/电工理论与新技

术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开展南方电网开关类设备检测 、试验及运维技术研究工作 ；
2、开展开关类新设备、新技术研究工作；
3、开展南方电网开关类设备有关的电网事故和设备事故分析的技术支持服务工作 ；
4、开展针对开关类设备的检测装置 /系统研发工作

硕士及以上 高电压技术研究所

39 高压设备检测技术研究岗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机
与电器/电工理论与新技

术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上海  同济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开展高压电器设备（变压器、开关类、绝缘子等）试验方法研究；
2、开展高压电器设备（变压器、开关类、绝缘子等）关键组部件的检验检测；

3、开展高压试验技术、测量技术研究及应用。

硕士及以上 高电压技术研究所

40 变压器技术研究岗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机
与电器/电工理论与新技

术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沈阳  沈阳工业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开展南方电网变压器类设备检测 、试验及运维技术研究工作 ；

2、开展变压器新设备、新技术研究工作；
3、开展南方电网变压器类设备有关的电网事故和设备事故分析的技术支持服务工作 ；
4、开展针对变压器类设备的检测装置 /系统研发工作

硕士及以上 高电压技术研究所

41

能源动力类

新能源发电机网协调分析岗
电力系统、新能源发电

、储能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开展与电网安全运行计算分析相关的水力 /火力发电机组建模工作，并进行元件参数的建立、校核与
管理；

2、开展考虑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后的机网协调问题以及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入网检测 、建模相关工作。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42
新能源技术研究岗
（综合能源方向）

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土木工程(供
热、供燃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2、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技术服务 、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3、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实验平台建设和运维 ；
4、负责组织或实施微电网 、综合能源相关装置技术检测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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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类 电子信息类

集成电路设计岗
电子/计算机/通信/密码
学/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SOC安全芯片、主控芯片规格参数、主要指标及防护方案的研究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2、负责SOC芯片相关产品的架构及子模块的设计 ，编制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编写安全芯片安全性分析脚本 ，设计及验证安全芯片防护方案 ；
4、负责SOC芯片设计、生产及检测技术研究，对芯片设计生产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协助完成芯片的验证
及测试。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44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
（用电自动化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终端软硬件技术研究 ，包括嵌入式平台、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软件实现等；
2、负责用电终端可靠性技术研究 ，包括硬件可靠性软件可靠性技术等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45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究岗

（用电通信方向）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自
动化/测试计量技术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用电技术研究 ，包括物联网技术、电力线通信、光纤通信等技术；

2、负责用电通信模块及装置开发 ；
3、负责用电通信实验室及测评技术研究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46 智能电表技术研究岗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新型智能电表软硬件技术研究 ，包括准确计量、人工智能、嵌入式平台、信息处理、软件实现
、芯片技术等；

2、负责智能电表深化功能应用研究 ；
3、负责智能电表可靠性技术研究 ，包括硬件可靠性软件可靠性技术等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47 软硬件测试研究岗 软件工程/电子/通信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1、贯彻执行南方电网公司及科研院各项战略措施 、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与业务流程；

2、配合所领导和室主任，制定信息安全测评业务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
3、研究应用与数据层的安全防护 、检测评估、渗透测试、整改加固技术；
4、研究开发信息安全相关工具 /系统，组织实施信息安全测评整改与咨询培训业务 ；
5、参与/协助网络安全实验室的规划建设 、运营和升级改造；
6、负责承接并开展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咨询与培训业务；
7、积极配合其他同事及部所开展工作 ；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

本科及以上 信息通信研究所

48

信息应用技术研究
（物联网及传感器技术研

究）

电子/自动化/通信等相
关专业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硬件产品技术研发 、原理图及PCB设计，设计文档撰写；
2、负责硬件产品板级调试 、测试工作；

3、负责工装设计、生产工艺编制、生产支持、良率分析等。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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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技术类

电子信息类
（续）

建设与应用管理岗 计算机/通信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信息系统建设类信息化项目立项申报 、实施与验收；
3、负责系统建设推广建设过程中需求收集及分析工作 ，并参与部分软件开发；
4、配合业务部门开展系统验收前的功能 、性能测试工作；
5、负责数据核查及报表统计分析工作 ；
6、负责系统权限管控及流程配置工作 ；
7、负责系统日常巡检及故障处理工作 。

硕士及以上 综合管理部

50 继电保护开发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
气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智能变电站保护、测控、后台监控、远动装置等产品的IEC61850通讯关键技术研究；
2、负责智能变电站嵌入式系统 IEC61850通讯规约的需求调研和需求分析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或参与项目需求分析 , 参与继电保护装置的系统设计及开发 ，对产品研发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51 用电系统技术研究岗 计算机类/信息与通信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系统平台架构技术研究 ；
2、负责智能用电系统安全防护技术研究 ；
3、负责智能用电系统业务应用功能研究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52 配网自动化开发岗
电力/电气/通信/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开展配网自动化系统安全防护相关技术研究 ，并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2、负责制定配网自动化系统安全防护总体方案 ，并开展相关安全认证加密关键技术研究 ；
3、负责配网自动化业务安全交互技术研究和流程设计 ；
4、负责配网自动化相关产品及二次安防设备的设计 、开发及技术研究，对产品研发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53

信息应用技术研究
（人工智能算法及应用技术

研究）

计算机/通信与信息系统

等相关专业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

1.开展基于深度学习与特征工程技术的图像 、视频智能识别相关算法的研究与实现工作 ；
2.开展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相关算法与应用研究 ；
3、开展智能语音转换、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算法的研究与实现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54

计算机类

用电系统技术研究岗 计算机类/信息与通信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系统平台架构技术研究 ；
2、负责智能用电系统安全防护技术研究 ；
3、负责智能用电系统业务应用功能研究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55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岗

（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通信、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或相关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构建、维护、优化设备状态评价专家系统 ；

2、协助开展系统主站的规划与建设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56 建设与应用管理岗 计算机/通信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信息系统建设类信息化项目立项申报 、实施与验收；
2、负责系统建设推广建设过程中需求收集及分析工作 ，并参与部分软件开发；
3、配合业务部门开展系统验收前的功能 、性能测试工作；
4、负责数据核查及报表统计分析工作 ；
5、负责系统权限管控及流程配置工作 ；
6、负责系统日常巡检及故障处理工作 。

硕士及以上 综合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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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技术类 计算机类（续）

继电保护开发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
气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智能变电站保护、测控、后台监控、远动装置等产品的IEC61850通讯关键技术研究；
2、负责智能变电站嵌入式系统 IEC61850通讯规约的需求调研和需求分析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或参与项目需求分析 , 参与继电保护装置的系统设计及开发 ，对产品研发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58 集成电路设计岗
电子/计算机/通信/密码
学/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SOC安全芯片、主控芯片规格参数、主要指标及防护方案的研究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2、负责SOC芯片相关产品的架构及子模块的设计 ，编制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编写安全芯片安全性分析脚本 ，设计及验证安全芯片防护方案 ；
4、负责SOC芯片设计、生产及检测技术研究，对芯片设计生产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协助完成芯片的验证
及测试。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59
变电技术岗
(人工智能)

自动化/计算机

  北京  清华大学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沈阳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开展电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规划研究 ；   
2、开展电力机器人检验检测技术研究 ；                
3、参与电网设备应用智能技术的相关产品开发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60
电网运行人工智能应用技术

研究岗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开发 ；

2、开展人工智能在电网应用技术研究 ；
3、开展人工智能高级应用算法开发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61
智能配电研究岗

（配电网规划方向）

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北京  清华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配电网规划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2、负责配电网规划相关技术服务 ；

3、负责配电网规划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
4、负责开展配电网规划等相关软件的研制动作 ；
5、负责编制配电网规划报告及规划方案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62 用电大数据技术研究岗 计算机类/信息与通信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1、负责用电信息系统大数据技术研究 ；

2、负责用电信息系统数据挖掘应用 ；
3、负责电力大数据客户服务产品开发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63

信息应用技术研究
（人工智能算法及应用技术

研究）

计算机/通信与信息系统
等相关专业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

1.开展基于深度学习与特征工程技术的图像 、视频智能识别相关算法的研究与实现工作 ；
2.开展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相关算法与应用研究 ；
3、开展智能语音转换、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算法的研究与实现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64
信息应用技术研究

（软件开发技术研究）
计算机/软件等相关专业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1、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应用软件开发工作 ；
2、开展算法可视化展现的开发与实现 ；
3、开展云平台数据及算法服务管理相关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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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技术类
计算机类
（续）

应用及数据安全研究岗
网络安全/计算机/软件

工程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四川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贯彻执行南方电网公司及科研院各项战略措施 、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与业务流程；

2、配合所领导和室主任，制定信息安全测评业务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
3、研究应用与数据层的安全防护 、检测评估、渗透测试、整改加固技术；

4、研究开发信息安全相关工具 /系统，组织实施信息安全测评整改与咨询培训业务 ；
5、参与/协助网络安全实验室的规划建设 、运营和升级改造；
6、负责承接并开展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咨询与培训业务；

7、积极配合其他同事及部所开展工作 ；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66 系统计算分析软件研发岗
计算机软件或算法研究

、电力系统分析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 参与潮流计算、机电暂态、短路电流计算、小干扰稳定分析、静态电压稳定、全电磁暂态仿真、机
电-电磁混合仿真、中长期动态过程仿真等软件模块的完善维护与相关开发工作 。
2、 负责开展自主开发的电力系统计算分析软件的测试与验证 、用户说明文档编写与维护 、宣传推广与

用户培训、应用中的技术支持、意见建议收集与问题反馈 。

硕士及以上 系统研究所

67
电网运行人工智能应用技术

研究岗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

电力系统自动化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开发 ；
2、开展人工智能在电网应用技术研究 ；

3、开展人工智能高级应用算法开发 。

硕士及以上
电网仿真与控制技术

研究所

68 软硬件测试研究岗 软件工程/电子/通信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1、贯彻执行南方电网公司及科研院各项战略措施 、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与业务流程；
2、配合所领导和室主任，制定信息安全测评业务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

3、研究应用与数据层的安全防护 、检测评估、渗透测试、整改加固技术；
4、研究开发信息安全相关工具 /系统，组织实施信息安全测评整改与咨询培训业务 ；

5、参与/协助网络安全实验室的规划建设 、运营和升级改造；
6、负责承接并开展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咨询与培训业务；
7、积极配合其他同事及部所开展工作 ；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

本科及以上 信息通信研究所

69 网络及平台安全研究岗 网络安全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四川大学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贯彻执行南方电网公司及科研院各项战略措施 、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与业务流程；
2、配合所领导和室主任，制定信息安全测评业务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
3、研究应用与数据层的安全防护 、检测评估、渗透测试、整改加固技术；
4、研究开发信息安全相关工具 /系统，组织实施信息安全测评整改与咨询培训业务 ；

5、参与/协助网络安全实验室的规划建设 、运营和升级改造；
6、负责承接并开展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咨询与培训业务；
7、积极配合其他同事及部所开展工作 ；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86 科技成果管理研究岗 计算软件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1、开展科技成果、专利运营相关课题研究；
2、协助开展科技成果、专利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创新咨询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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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技术类

自动化类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岗
（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通信、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或相关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构建、维护、优化设备状态评价专家系统 ；
2、协助开展系统主站的规划与建设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71 继电保护开发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
气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智能变电站保护、测控、后台监控、远动装置等产品的IEC61850通讯关键技术研究；
2、负责智能变电站嵌入式系统 IEC61850通讯规约的需求调研和需求分析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或参与项目需求分析 , 参与继电保护装置的系统设计及开发 ，对产品研发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72 集成电路设计岗
电子/计算机/通信/密码
学/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1、负责SOC安全芯片、主控芯片规格参数、主要指标及防护方案的研究 ，撰写相关技术文档；
2、负责SOC芯片相关产品的架构及子模块的设计 ，编制相关技术文档；
3、负责编写安全芯片安全性分析脚本 ，设计及验证安全芯片防护方案 ；
4、负责SOC芯片设计、生产及检测技术研究，对芯片设计生产的全流程进行管控 ，协助完成芯片的验证

及测试。

硕士及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事

业部

73
变电技术岗

(人工智能)
自动化/计算机

  北京  清华大学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沈阳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开展电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规划研究 ；   
2、开展电力机器人检验检测技术研究 ；                
3、电网设备应用智能技术的相关产品开发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74
信息应用技术研究（物联网

及传感器技术研究）
电子/自动化/通信等相

关专业

  北京  清华大学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负责硬件产品技术研发 、原理图及PCB设计，设计文档撰写；
2、负责硬件产品板级调试 、测试工作；

3、负责工装设计、生产工艺编制、生产支持、良率分析等。

硕士及以上
学历

信息通信研究所

75

仪器科学与技术
类

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研
（用电通信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通
信工程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1、负责智能用电用电技术研究 ，包括物联网技术、电力线通信、光纤通信等技术；

2、负责用电通信模块及装置开发 ；
3、负责用电通信实验室及测评技术研究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76 新型负荷计量技术研究岗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自
动化/测试计量技术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长沙  湖南大学

1、负责分布式能源计量技术研究 ；
2、负责数字化计量技术研究 ，包括数字化电能表、数字化互感器、光电互感器技术等；

3、负责谐波计量技术研究 ，包括电能质量分析、谐波监测计量等。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用电与计量技术

研究所

77 土木工程类
新能源技术研究岗
（综合能源方向）

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土木工程(供
热、供燃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贯彻执行南方电网公司及科研院各项战略措施 、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与业务流程；
2、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科技项目申报 、组织和实施；
3、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技术服务 ；
4、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
5、负责微电网、综合能源实验平台建设和运维 ；
6、负责组织或实施微电网 、综合能源相关装置技术检测 。

硕士及以上
智能电网研究所

78 数学类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岗

（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通信、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或相关专业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清华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1、构建、维护、优化设备状态评价专家系统 ；
2、协助开展系统主站的规划与建设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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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技术类

控制科学与工程
类

安全与应急技术岗
（电网灾害气象）

大气科学/智能识别及相
关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南京  南京大学

  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负责数值预报模式的关键算法研究和开发 ；
2、负责各类预报预警产品的关键算法研究和开发 ；
3、承担软件项目气象算法研发编程和相关技术文档的编写 ；                               

4、承担日常气象数据的分析工作 ，支持电网生产运行；                               
5、灾后气象数据分析处理工作 ，编写气象分析报告，支撑电网灾后损失评估和抢修复电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80 大气科学类

安全与应急技术岗

（电网灾害气象）
大气科学/智能识别及相

关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南京  南京大学
  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负责数值预报模式的关键算法研究和开发 ；
2、负责各类预报预警产品的关键算法研究和开发 ；

3、承担软件项目气象算法研发编程和相关技术文档的编写 ；                               
4、承担日常气象数据的分析工作 ，支持电网生产运行；                               
5、灾后气象数据分析处理工作 ，编写气象分析报告，支撑电网灾后损失评估和抢修复电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生产技术支

持中心

81

管理类

工商管理类

教育培训岗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哲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统筹编制教育培训经费的预算 ，建设和管理教育培训基地 、课程、师资、网络等资源，组织开

展分层分类的教育培训项目 ，对各部所组织的教育培训项目进行指导 、服务、协调、监督和考核。
2、负责教育培训积分管理 ，对各部所及员工的教育培训积分及达标情况进行年度审核和公布 。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82 绩效管理岗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哲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绩效考核体系的优化建设 ，绩效管理流程的梳理与规范 。 

2、负责组织和指导各部所的绩效考核工作 ，协助各部所绩效指标的制订 ，对各部所绩效考核过程进行
监督控制。
3、负责绩效考核的过程管理 ，汇总、统计、分析、报送绩效考核结果，指导各部门开展绩效反馈工作
。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83 企业管理岗
中文、法律、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相关专业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厦门  厦门大学

1、协助制定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并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 ；
2、负责本部门制度汇编和管理 ；
3、负责公司精益管理项目的开展 ；

4、负责公司管理咨询课题 ；
5、负责公司体改政策研究 。

本科及以上 综合管理部

84 组织人事岗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哲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制定科研院导班子建设 、干部管理、高层次专业人才管理、后备干部管理、人才管理和离退休
工作的管理制度、标准、规划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科研院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建设 ，参与制定科研院教育培训规划 ，组织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
3、负责日常人事管理，员工入职、调配、退出、干部人才挂职、轮岗管理、离退休人员管理及人事档

案的归口管理工作。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85

法学类

企业管理岗
中文、法律、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相关专业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厦门  厦门大学

1、协助制定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并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 ；

2、负责本部门制度汇编和管理 ；
3、负责公司精益管理项目的开展 ；

4、负责公司管理咨询课题 ；
5、负责公司体改政策研究 。

本科及以上 综合管理部

86 科技成果管理研究岗
法学（知识产权管理方

向）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

1、开展科技成果、专利运营相关课题研究；

2、协助开展科技成果、专利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工作 。
硕士及以上

南方电网创新咨询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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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管理类

哲学类

组织人事岗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哲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制定科研院导班子建设 、干部管理、高层次专业人才管理、后备干部管理、人才管理和离退休
工作的管理制度、标准、规划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科研院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建设 ，参与制定科研院教育培训规划 ，组织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
3、负责日常人事管理，员工入职、调配、退出、干部人才挂职、轮岗管理、离退休人员管理及人事档

案的归口管理工作。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88 绩效管理岗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哲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绩效考核体系的优化建设 ，绩效管理流程的梳理与规范 。 
2、负责组织和指导各部所的绩效考核工作 ，协助各部所绩效指标的制订 ，对各部所绩效考核过程进行
监督控制。
3、负责绩效考核的过程管理 ，汇总、统计、分析、报送绩效考核结果，指导各部门开展绩效反馈工作

。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89 教育培训岗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哲学、数学等相关
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统筹编制教育培训经费的预算 ，建设和管理教育培训基地 、课程、师资、网络等资源，组织开

展分层分类的教育培训项目 ，对各部所组织的教育培训项目进行指导 、服务、协调、监督和考核。
2、负责教育培训积分管理 ，对各部所及员工的教育培训积分及达标情况进行年度审核和公布 。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90 政治学类 党建管理岗 政治学相关专业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

1、负责制定党建、团青工作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工作规划计划和经费预算 ，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党工团工作机制建设和综合管理工作 。组织述职汇报、会议、调研、督办、检查和考核评价；

管理党工团基础信息与档案 ；推进党工团工作信息化。
3、负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落实党建相关制度。
4、负责党工团工组织管理工作 。组织开展组织调整、换届与增补选工作；组织开展党员、团员、会员
发展和管理工作。 
5、负责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宣传党的主张和典型经验 ；归口管理评先选优工作 ，开展党内先进典型选

树；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党员主题教育和专题培训 ；开展党建课题研究。

本科及以上
中共党员

组织人事部

91 中国语言文学类 企业管理岗
中文、法律、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相关专业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厦门  厦门大学

1、协助制定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并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 ；
2、负责本部门制度汇编和管理 ；
3、负责公司精益管理项目的开展 ；
4、负责公司管理咨询课题 ；

5、负责公司体改政策研究 。

本科及以上 综合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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