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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集团总部及出资企业公开招聘岗位信息一览表 

序号 部门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任职资格 岗位职责 

1 资本运营部 主任 1 名 本科及以上 
财务、金融

相关专业 

1. 具有相应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坚持原则，廉洁奉

公，诚信至上，遵纪守法； 

2. 熟悉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财经法规和金融市场运

行规则。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

息，熟悉资本运营、投资并购理论知识并具有实操经

验； 

3. 有 10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有 5 年以上从事财务、

金融、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等工作经历；有大型企业

财务、金融、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任职经历者优先； 

4. 身体健康、年富力强；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

以及卓越的执行力； 

5. 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和分析研判能力，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

防范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和团队建设能力； 

7. 具备较强的人际关系和协调能力，善于建立良好的公

共关系。 

负责集团公司资本运营工作，以国有资本最大限度增值

为目的，优化资本配置，通过加强权益类融资改善资本

结构，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加强资产的商品化和价值化

管理，主要包括： 

1. 负责资本运营体系制度建设； 

2. 负责进行非债权类资本运作，研究集团下属企业股

权结构，提出资本优化建议； 

3. 负责集团有关公司的上市、改制、退出业务的实施

工作； 

4. 负责研究提出集团层面业务、资本重组优化方案，

按规定程序推动落实； 

5. 负责跟踪研究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政策，及时提

出应对措施和对策建议； 

6. 履行集团赋予的其他权责。 

2 国际业务部 

副总经理

（分管资源

开发） 

1 名 硕士及以上 
矿业工程相

关专业 

1. 中级及以上职称； 

2. 矿业工程相关工作经验 6 年以上，具有累计 3 年以上

的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3. 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熟悉海

1. 协助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实施集团国际业务开展工

作，监督、指导分管处室开展业务工作； 

2. 负责国际业务部资源开发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 

3. 组织开发新市场新项目，统筹管理集团公司海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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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源开发、项目运作知识并具有实操经验； 

4. 沟通能力强，能够独立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产资源开发业务； 

4. 参与集团现有海外资源项目管理工作； 

5. 参与完成资源专项研究报告，推动实施集团重点国

别业务发展方案，协同开展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等。 

3 国际业务部 
非洲区域处 

项目开发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矿业工程相

关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5 年以上； 

2. 熟悉非洲有色金属行业情况，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

验，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3.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英语四级及以上。 

1. 负责非洲业务规划实施工作，建立完善非洲矿产资

源信息数据库； 

2. 负责非洲市场研究开发工作，建立非洲业务项目信

息系统和经营网络； 

3. 负责重点项目筛选、尽调、评价工作； 

4. 负责非洲矿业市场分析研究工作，定期形成研究报

告等。 

4 国际业务部 
非洲区域处 

地质勘探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地质勘探专

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掌握勘探图纸设计，掌握采矿、地质、测量等知识，

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3. 熟练掌握各种办公软件，至少熟练掌握一种矿业相关

软件，如 SURPAC、Micromine、3D Mine 等； 

4.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英语四级及以上。 

1. 参与编制海外矿产资源开发中长期发展战略，推动

实施集团重点国别业务发展方案； 

2. 非洲区域地质勘探工作，负责探矿方案制定、描述

与记录信息、资料存档与整理等工作； 

3. 负责资源项目价值评价工作； 

4. 参加非洲区域在产矿山储量管理工作，指导出资企

业编制和实施资源接替规划和计划等。 

5 国际业务部 
非洲区域处 

商务管理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法律、技术

经济评价等

相关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熟悉非洲项目运作规律和操作模式； 

3. 具备较强的商务谈判和法律知识； 

4.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英语六级及以上。 

1. 参与编制非洲矿产资源开发中长期发展战略，推动

实施集团重点国别业务发展方案； 

2. 提出项目并购/合作方案，参与商务谈判； 

3. 参与非洲区域项目尽调、审核及前期审批工作； 

4. 负责已立项的项目公司设立注册、股权变更等。 

6 国际业务部 
其他区域处 

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地质勘探相

关专业 

1. 中级及以上职称； 

2. 地质勘探相关现场工作经验 3 年以上，具有累计 2 年

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熟悉矿产勘查或矿山地质工

1. 负责其他区域资源开发制度体系建设工作，编制部

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 负责其他区域资源开发信息系统建设和市场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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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3. 至少熟练掌握一种矿业相关软件，如 SURPAC、

Micromine、3D Mine 等； 

4. 英语六级以上及相当水平，英语交流与阅读能力较

强。 

形成研究报告，组织编制集团重点国别业务发展方

案； 

3. 建设其他区域资源开发项目数据库，更新重点项目

清单； 

4. 牵头组织开展新项目开发，包括现场尽调、评价和

谈判等； 

5. 指导其他区域海外出资企业实施找矿、风险探矿和

地质研究工作等。 

7 国际业务部 
其他区域处 

项目开发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法律、技术

经济类相关

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五年以上； 

2. 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熟悉其

他区域有色金属行业情况，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3.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英语四级及以上。 

1. 负责其他区域业务规划实施工作，建立完善矿产资

源信息数据库； 

2. 负责其他区域市场研究开发工作，建立业务项目信

息系统和经营网络； 

3. 负责重点项目筛选、尽调、评价工作； 

4. 负责其他区域矿业市场分析研究工作，定期形成研

究报告等。 

8 国际业务部 
工程管理处 

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工程管理相

关专业 

1. 中级及以上职称； 

2. 6 年以上工程管理相关工作经验，具有累计 3 年及以

上主管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3. 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与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 

4.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 

1. 组织编制部门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工作计划并组织

实施；  

2. 协助组织开展、检查、监督海外矿产资源项目工程

建设； 

3. 负责项目公司筹备、注册、开工前期工程准备以及

工程验收工作； 

4. 参与组织审核重大工程变更、预决算，控制项目投

资，负责汇总分析项目建设月/季/年报及项目总结，

及时纠偏等。 

9 国际业务部 
工程管理处 

项目管理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工程管理相

关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与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 

1. 参与制定工程项目计划，制定海外项目建设管理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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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英语四级及以上。 2. 参与海外矿产资源项目工程建设检查、监督与指导； 

3. 参与审核重大工程变更、预决算，控制项目投资； 

4. 参与汇总分析项目建设月/季/年报及项目总结，及

时纠偏等。 

10 国际业务部 
计划统筹处 

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经济和矿业

工程管理专

业 

1. 中级及以上职称； 

2. 相关工作经验 6 年以上，具有累计 3 年及以上管理岗

位工作经验； 

3. 具备较强的企业管理和法规政策知识，熟悉有色金属

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4. 英语六级以上及相当水平，英语交流与阅读能力较

强。 

1. 组织编制部门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 负责制定业务规划，指导审核、评估、监督海外出

资企业编制发展规划及组织实施； 

3. 协助制定、审核、监督检查海外出资企业年度经营

计划及目标执行情况； 

4. 统筹管理海外矿业资源开发利用业务，协助开展海

外工程承包、贸易业务，指导协助海外风险管理、

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等。 

11 国际业务部 
计划统筹处 

规划管理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工商管理类

相关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熟悉海外有色金属行业情况及相关知识，熟悉有色金

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3.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英语六级以上及相当水平，英

语交流与阅读能力较强。 

1. 负责起草业务规划，指导审核、评估、监督海外出

资企业编制发展规划及组织实施； 

2. 参与经营计划制定，监督海外出资企业生产经营工

作； 

3. 参与国际业务统筹协调管理工作； 

4. 参与对海外科研机构的管理等。 

12 国际业务部 
法律事务处 

证券事务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财经、工商

管理等相关

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掌握证券从业相关知识及市场动态，熟悉有色金属行

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3.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英语六级以上及相当水平，英

语交流与阅读能力较强。 

1. 参与制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及其他有关资本运作

方案； 

2. 做好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以及投资者关系维护工作； 

3. 参与海外业务资本运营组织实施工作； 

4. 做好业绩推广和信息披露工作等。 

13 国际业务部 
综合管理处 

综合外联岗 
1 名 本科及以上 

行政、语言

及工商管理

类相关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3. 熟练掌握各种办公软件； 

1. 协助制定本部门相关制度、文件、方案； 

2. 负责部门内部及上级机关决策事项的督办和信息报

送等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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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 

5. 具备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英语六级及以上水

平。 

3. 协助做好支部日常管理工作； 

4. 协助做好外部协调联络和公共关系管理工作等。 

14 国际业务部 

综合管理处 

综合翻译岗

（法语） 

1 名 本科及以上 法语专业 

1.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 

2. 熟悉外事事务处理工作； 

3. 熟悉有色金属行业相关国家政策和行业信息； 

4. 熟练掌握各种办公软件； 

5.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 

6. 具备熟练的法语听说读写能力。 

1. 负责区域文秘、会务、档案管理工作； 

2. 负责翻译和外事工作； 

3. 负责区域信息报送和资产管理等行政工作；  

4. 协助处理公共关系和品牌管理工作等。 

15 投资管理部 
投资管理处 

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矿山类、冶

金类相关专

业 

1. 具有 10 年以上投资管理、项目审核经验； 

2. 矿业、工程项目策划和投资管理工作经历，从业经验

丰富，担任过大中型项目管理和运作负责人； 

3. 具有较好的矿业、工程投资前瞻性和判断力，清晰的

工作思路、严密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 

4. 具备良好的英/法语听说读写能力，有海外矿业项目

运作、管理经验者优先。 

1. 组织开展集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工作

规范的制定工作，并协调实施，建立、健全集团公

司投资风险管控体系； 

2. 指导、协调、规范、监督出资企业的投资活动，组

织开展对出资企业投资模式的研究，并指导实施； 

3. 负责组织对出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核、备

案工作，为集团公司对出资企业的重大固定资产投

资决策履行出资人职责提出建议； 

4. 组织、协调出资企业投资项目在国家相关部委的报

批工作； 

5. 组织国家对有色行业、中央企业的投资政策研究工

作。 

16 投资管理部 
投资并购处 

副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矿山类、冶

金类相关专

业 

1. 10 年以上投资并购经验，负责过多个大型项目/公司

的并购业务； 

2. 具备股权投资相关知识和经验，具备投资并购管理知

识； 

3. 熟悉项目投融资运作，熟悉投资分析、风险评估，以

1. 研究集团公司投资并购的思路和策略，寻找和研究

投资并购的潜在目标； 

2. 完成对目标并购公司进行尽职调查、资产和风险评

估，并购方案的研究及实施，国内外监管部门的报

批工作； 



6 
 

及各类投资并购流程，了解相关法律和政策； 

4. 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语言表述能力，具备良好的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3. 完成出资企业股权投资项目的审核、备案； 

4. 完成集团公司新设境外企业注册及报批等相关工

作。 

17 矿产勘查部 
资源开发处 

副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资源勘查专

业 

1. 具有高级或中级工程师职称资格； 

2. 5 年以上地质勘查单位专业工作经历； 

3. 3 年以上大型（铜金镍铅锌）勘查项目负责人经历； 

4. 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过资源项目研究评价和尽职

调查； 

5. 具有 1 年以上境外地质勘查工作经历； 

6. 熟练应用 ArcGIS、MAPGIS、MapInfo、Micromine、

Surpac 等软件； 

7. 较好的英语文字及语言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文字

写作、协调沟通能力。 

1. 矿产资源项目信息收集、筛选、追踪； 

2. 矿产资源项目投资机会研究评价、现场考察、尽职

调查； 

3. 矿产勘查项目资料收集、找矿潜力研究； 

4. 勘查项目方案编制、勘查工作管理、勘查报告编制。 

18 矿产勘查部 
勘查管理处 

处长 
1 名 硕士及以上 

资源勘查专

业 

1. 具有高级或中级工程师职称资格； 

2. 8 年以上矿山地质或地质勘查工作经历； 

3. 3 年以上大型（铜金镍铅锌）勘查项目负责人经历； 

4. 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过资源项目研究评价和尽职

调查； 

5. 具有境外地质勘查工作经历者优先； 

6. 熟练应用 ArcGIS、MAPGIS、MapInfo、Micromine、

Surpac 等软件； 

7. 较好的英语文字及语言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文字

写作、协调沟通能力。 

1. 矿产勘查项目立项、设计、成果审查，矿产勘查项

目实施进展追踪，实施过程现场监督、检查、指导； 

2. 矿山地质工作实施与管理的现场监督、检查、技术

指导； 

3. 矿业项目资料收集、找矿潜力研究、勘查方案编制，

重点勘查项目的组织实施、成果编制； 

4. 生产矿山及相关矿业项目保有资源/储量调研、核

查、汇总分析； 

5. 矿产资源项目投资机会研究评价、现场考察、尽职

调查。 

19 

中国有色矿

业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企

总会计师 2 名 本科及以上 

财务、会计、

审计、金融

等相关专业 

1.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或高级会计师或高级审计师或

高级经济师； 

2. 具有累计 8 年以上的财务、审计、金融等相关工作经

1. 负责企业财金业务管理； 

2. 参与经营决策、协助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内部控制

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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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工作业绩； 

3. 在国有大型企业担任财务机构负责人 3 年以上，或在

财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政府部门从事企业财务管

理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 

4. 列入国家会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可优先考虑，特

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适当放宽任职资格条

件。 

3. 负责财会人员队伍建设； 

4. 负责企业会计基础管理； 

5. 负责企业财务管理与监督； 

6. 负责企业财务内控机制建设以及企业投融资、担保、

大额资金使用、兼并重组等重大财务事项监管工作。 

备注：以上岗位要求能长期驻国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