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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公开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岗位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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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0
铁道机车检修操作技能岗

位

车辆工程（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方向）、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牵引）、机械工程、机

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

硕士研究生 1 格尔木机务段1人

有效报名人数达

不到1:3比例，该

岗位计划调整至

22046岗位

2 22041
铁道工务线路、桥梁、隧

道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地质工

程、工程力学、桥梁与隧道工程、道路与铁道

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交通运

输工程等专业

硕士研究生 2
德令哈工务段1人、西宁工务机械

段段1人

有效报名人数达

不到1:3比例，该

岗位计划调整至

22047岗位

3 22042 基层单位财务相关岗位
会计学、财务管理、财政学、税收学、审计学

、金融学、统计学、经济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1 西宁机务段1人

有效报名人数达

不到1:3比例，该

岗位计划调整至

21049岗位

4 22043 信息技术相关岗位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

应用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

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虚拟现

实技术、区块链工程、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

硕士研究生 4
信息技术所1人、西宁车站1人、

西宁通信段1人、西宁机务段1人

有效报名人数达

不到1:3比例，该

岗位计划调整至

22051岗位

5 22044
铁道电务信号、设备检修

操作技能岗位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控制工程、轨道交通电

气自动化、电气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专业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2

西宁电务段1人、格尔木电务段1

人

6 22045
铁道车务运转、货运、物

流操作技能岗位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专

业
全日制本科 5

德令哈车务段1人、格尔木车务段

1人、青藏铁路物流有限公司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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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2046
铁道机车乘务、检修操作

技能岗位

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

科学与技术专业

全日制本科 19
西宁机务段9人、格尔木机务段10

人

8 22047

铁道工务线路、桥梁、建

筑施工、土地房产相关岗

位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测绘工程、焊接技术与工

程、安全工程、地质工程、环境工程、交通工

程、消防工程、工程力学、工程造价、土地资

源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管理、工程

造价、建筑学、工业工程专业

全日制本科 15

德令哈工务段13人、青藏铁道工

程有限公司1人、青藏铁路实业有

限公司1人

9 22048
房建相关生产操作技能岗

位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

间工程、城市管理、城市水系统工程、测绘工

程、消防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环境工

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全日制本科 25
西宁房建段15人，格尔木房建段

10人

10 22049 财务相关岗位
会计学、财务管理、财政学、税收学、审计学

、金融学、统计学、经济学专业
全日制本科 20

基层单位财务相关岗位6人：西宁

机务段1人、西宁工务段1人、青

藏铁路实业有限公司1人、青藏铁

路物流有限公司1人、青藏高原铁

道国际旅行社1人、青藏铁路服务

有限公司1人；

货运（财务）操作技能岗位14人

：西宁车务段5人、德令哈车务段

5人、格尔木车务段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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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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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050
基层单位法律事务相关岗

位

法学、知识产权、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

业
全日制本科 7

西宁车站1人、西宁客运段1人、

西宁工务机械段1人、德令哈车务

段1人、青藏铁道工程有限公司1

人、青藏铁路物流有限公司1人、

青藏铁路服务有限公司1人

12 22051 信息技术相关岗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

息安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联网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虚拟现实技术、区

块链工程、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

全日制本科 31

西宁车务段6人、西宁车站1人、

西宁车辆段1人、西宁工务机械段

1人、西宁电务段1人、西宁通信

段1人、德令哈车务段6人、德令

哈工务段1人、格尔木车务段6人

、格尔木工务段1人、格尔木电务

段1人、拉萨车务段1人、青藏铁

路实业有限公司1人、青藏铁路物

流有限公司1人、青藏高原铁道国

际旅行社1人、青藏铁路服务有限

公司1人

13 22052 医学相关岗位
医学影像学、预防医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
全日制本科 15

集团公司疾病预防控制所（格尔

木、拉萨地区）15人

14 22053 旅游相关岗位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酒店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全日制本科 5 青藏高原铁道国际旅行社5人

15 22054
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相关

岗位

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劳动与社会保障、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
全日制本科 10

西宁供电段 1人、青藏铁路物流

有限公司1人、德令哈工务段1人

、格尔木房建段1人、格尔木电务

段1人、格尔木机务段1人、格尔

木车务段1人、拉萨车站1人、拉

萨车务段1人、拉萨基础设施段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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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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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2055
车务运转、车务调车、车

站货运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电

力技术类、交通运输类、铁道装备类、电子信

息类、计算机类、物流类等铁路相关理工类专

业

全日制专科（

高职）
43

西宁车站23人、德令哈车务段20

人

17 22056

机车乘务、检修、动车运

用、客车运用、货车运用

检修、电务（通信、信号

）生产操作技能岗位

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电

力技术类、交通运输类、铁道装备类、电子信

息类、通信类、计算机类等铁路相关理工类专

业

全日制专科（

高职）
109

西宁机务段45人、格尔木机务段

33人、西宁车辆段12人、西宁东

车辆段4人、西宁电务段10人、西

宁通信段2人、格尔木电务段3人

18 22057
铁道供电、铁道工务生产

操作技能岗位

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电

力技术类、交通运输类、铁道装备类、土建施

工类等铁路相关理工类专业

全日制专科（

高职）
39

西宁供电段29人、西宁工务段5人

、德令哈工务段5人

19 22058
房建相关生产操作技能岗

位

机电设备类、土建施工类、建筑设备类、建设

工程管理类、市政工程类、建筑设计类、测绘

地理信息类、环境保护类等铁路相关理工类专

业

全日制专科（

高职）
55

西宁房建段15人，格尔木房建段

40人

合计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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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