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发集团 2021 年第二批招聘岗位明细表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职责 其他任职资格

1
战略发展部

战略投资高级专员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经济、金

融、财务等

相关专业

8 年及以上

1.根据集团战略规划，拓展新项目，提出立项

建议；

2.负责对集团的战略投资项目（重大投资并

购、上市、资本运作等），进行可行性研究，

撰写可研报告；

3.负责对投资项目进行投后评价，掌握项目运

营情况，总结分析并提出改善建议。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8 年及以上战略规划、投融资、资本

市场等相关工作经验；

3.熟练掌握经济学、统计学、财务会计、金

融、法律和战略管理知识等；

4.具有较强的经济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和投

资标的企业分析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和全局

意识。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2
资金财务部

财务经理
1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财务管理、

会计学、税

务等相关

专业

10 年及以上

1.配合建立、完善集团财务体系和税收体系，

制定、完善财务制度、税收制度等；

2.配合开展集团预算编制及汇总、审核工作，

编写集团年度全面预算报告；

3.负责编制集团年度税收预算，监督税收预算

执行；

4.负责提出合理有效的税收筹划建议，制定并

执行集团税收筹划方案；

5.负责税务筹划等税收风险控制，制定具有可

行性的风险处置方案；

6.负责复核集团业务付款、费用报销、成本核

算、税务筹划、税务清算；

7.负责对集团经营活动进行分析，编写分析报

告；

8.负责集团项目项目成本执行情况分析及成

本效益对比分析；

9.配合完成内外部审计、税务评估、稽查等相

关工作。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

至 38 周岁；

2.具有 10 年及以上大中型企业财务工作经

历，4 年及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3.具有扎实的企业会计和相关财务专业知

识，熟悉国家和地方财务、税务等法律和政

策；

4.具有税收筹划实操经验，熟悉各种税收优

惠政策和税务事项办理流程；

5.具有良好的财务计划、税收筹划能力以及

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对外沟通能力及综合

分析能力；

6.取得中级及以上会计师职称，或取得注册

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职责 其他任职资格

3
采购管理部

招标采购专员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工程管理、

材料科学

与工程、采

购管理等

相关专业

2 年及以上

1.参与工程、材料设备、服务及其他类招标采

购；

2.参与谈判类事项；

3.参与工程材料设备验收；

4.负责招标采购项目档案资料的维护、更新和

归档等。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招标采购工作经验；

3.掌握一定的工程、材料等专业知识，熟悉

采购招标流程，包括供应商评估、招标管理、

合同谈判等相关流程，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4.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沟通协调能力和学习

能力，以及良好的团队精神和职业素质。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4
城发创投集团

金融产品研发专员
2

大学本科

及以上

金融、经济

学、投资等

相关专业

5 年及以上

1.负责研究行业最新动态，挖掘新的业务增长

点，分析客户需求及市场前景，围绕集团战略

规划制定年度产品开发计划；

2.负责分析金融行业产品相关资源信息，完成

客户需求分析、产品方案研发设计、业务协调

推进等工作；

3.参与新产品营销方案，协助业务板块公司推

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负责跟进产品落地后的持续运营情况，分析

产品数据表现，持续提升产品转化和盈利效

能，对业务目标负责。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5年及以上金融产品研发领域相关工

作经验；

3.熟练掌握证券业务、金融产品设计等专业

知识，熟悉并了解各类金融产品及运营管

理；

4.具有较强的业务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和跨团队协作能力；

5.具有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和市场敏感度。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职责 其他任职资格

5
城发创投集团

金融投资高级专员
2

大学本科

及以上

金融、财

务、经济、

投资等相

关专业

8 年及以上

1.寻找挖掘潜在股权投资项目机会，积极争取

符合政策要求的投行项目，对拟投资项目进行

初步调研和沟通；

2.编写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或项目建

议书；

3.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及项目谈

判；

4.设计投资方案和交易架构撰写投资决策报

告；

5.参与投资项目总体策划与实施，协调项目对

内对外沟通与协助，整合与项目相关的外部资

源，全程推进项目进展；

6.协助公司建设良好的投资体系。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

至 38 周岁；

2.具有 8 年以上金融投资业务经验，5年以

上从事股权投资、投资银行等投资机构的投

资管理经验，具有 2个以上“募、投、管、

退”全流程成功操作项的案例；

3.具备一定的投资相关领域经验或知识，熟

悉投资分析、风险评估和投资流程，了解国

内外金融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相关产业政

策；

4.具有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业务拓展能

力，以及良好的判断分析能力、商务谈判能

力；

5.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同时取得 CPA、

CFA 二级以上证书或相关从业证书者优先。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6
城发创投集团

金融业务专员
3

大学本科

及以上

金融、经济

等相关专

业

5 年及以上

1.负责公司新业务、新客户拓展；

2.负责维护并管理客户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拓

展业务，进行项目尽职调查，制定业务方案，

撰写尽调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3.负责落实担保措施、项目放款及业务后续管

理工作；

4.负责项目逾期款项的催收工作，确保应收款

项按期足额回收。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5 年及以上信贷工作经验，具有 3年

及以上融资租赁或小额贷款或融资担保项

目业务或风控工作经验，能够独立操作大额

项目或重大项目经验者优先；

3.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财税知识，熟悉融

资租赁业务操作流程；

4.具有良好的市场分析、市场开拓、项目判

断和风险防控能力；

5.取得中级及以上经济师职称。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职责 其他任职资格

7

城发集团（青岛）启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中心副经理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土木工程

相关专业
8 年及以上

1.参与项目图纸会审、施工图交底和会审、设

计变更、现场签证等事宜；

2.负责项目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安全文明施

工状况等把控工作；

3.负责项目施工现场协调以及现场突发事件

处理等工作；

4.参与材料进场验收、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8 年及以上工程相关工作经验，具有

项目进度、质量、安全和成本控制的统筹协

调管理经验者优先；

3.熟悉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熟悉施

工规范和项目管理流程；

4.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团队意识以及

执行力；

5.取得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8

城发集团（青岛）启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师

1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土木工程

相关专业
4 年及以上

1.负责项目前期各项工作的实施，配合报批报

建工作；

2.负责编制土建工程进度计划及质量控制计

划，并督促落实；

3.参与设计图纸会审，提出优化建议；

4.负责组织审核本项目施工技术方案，协调外

部单位及时解决本专业的技术、质量、安全等

方面问题；

5.负责组织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方面

的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并督促落实整改；

6.负责组织施工过程的分阶段验收和竣工验

收，办理各项验收手续。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4年及以上房地产项目管理或现场施

工管理经历；

3.熟悉施工流程、施工管理规范、设计规范

及土建专业技术标准，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法

规；

4.熟悉地产开发流程，具有完整住宅、商业、

办公等项目工程管理经验；

5.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职业素

养、敬业及团队合作精神；

6.取得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

办公地点：青岛西海岸新区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职责 其他任职资格

9

青岛环亚太商品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

市场研发专员

2
大学本科

及以上

经济、金融

等相关专

业

5 年及以上

1.负责前期项目接洽，项目手续进度推进以及

项目开发策划、跟踪、洽谈与考察接待；

2.负责制定研发工作计划、绩效考核目标、宣

传推广方案等；

3.负责进行市场调研及分析，研究同行业发展

状况，定期进行市场预测及情报分析，提出可

行性建议；

4.负责客户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5 年及以上贸易业务开拓经验，具有

大宗商品交易工作经验者优先；

3.熟悉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线上销售、操盘，

以及平台设计搭建；

4.具有较强的市场公关能力、谈判能力、市

场洞察及分析判断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5.取得中级及以上经济师职称。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10

城发集团（青岛）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专员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农学、园林

等相关专

业

5 年及以上

1.负责园区牡丹、芍药及其他苗木的养护技术

工作，负责牡丹、芍药花期调控及鲜切花生产

等工作；

2.负责园区病虫草害监控和防治；

3.负责园区工人管理和生产技术指导；

4.负责建立和完善园区生产养护的流程和技

术标准；

5.负责园区农作物的生产和养护技术；

6.负责园区生产安全管理工作。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5 年及以上大型农业园区管理经验，

具有牡丹、芍药等花卉种植及养护经验者优

先；

3.熟练掌握花卉、苗木等种植及养护流程与

技术；

4.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责任心，良好

的沟通表达能力、抗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村镇

11

城发集团（青岛）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专员

1
大学本科

及以上
不限 1 年及以上

1.负责组织市场调研，制定销售计划，负责组

织拟定项目营销策划报告以及各项推广策划

方案，并组织实施；

2.负责线上和线下营销渠道的搭建与维护；

3.负责生产和销售客户的洽谈、筛选和维护；

4.负责公司产业及产品对外宣传营销及广告

投放；

5.负责产品出入库管理工作。

1.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1年及以上产品市场营销相关工作经

验；

3.掌握产品策划、市场营销、产品推广知识

等。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职责 其他任职资格

12

瑞城海岳（青岛）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策划专员

2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广告学、市

场营销、经

济学等相

关专业

5 年及以上

1.负责商业地产不同类型项目市场研究、项目

定位、经济测算、物业发展建议，深入开展各

阶段的策划及调研工作；

2.负责商业地产项目开发的后期招商策划的

工作，如项目概念定位的成功演绎、各类营销

手法的运用；

3.负责相关媒体、平台对接洽谈工作；

4.负责各类推广项目活动的策划、包装、宣传、

跟进等实施工作；

5.深入参与项目发展方向规划策划相关事项，

把控项目价值体系搭建。

1.年龄 30 周岁及以下；

2.具有 5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商

业地产项目规划策划相关工作经验；

3.具有丰富的市场营销、广告策划、设计相

关专业知识，熟悉商业地产市场，能够完整

参与操作商业地产项目策划；

4.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文字撰写能力

和执行力；

5.能够熟练使用 PPT、CAD、photoshop 相关

软件。

办公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