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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国际公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山东国际电源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于 1994年 6月 28日注册成立。2002年底，国家电

力体制改革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公司先

后在境内外两地上市。1999年 6月，公司 H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一支在香港发行的股票；2005年 2

月，公司 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全国询价第一股”。

截至 2019年底，公司总股本 98.63亿股，其中 A股 79.46亿股，

H股 17.17亿股。

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旗下最大的上市发电公司。多年来，公

司始终秉持科学发展和价值思维理念，注重相对竞争力提升，

围绕“能源巨子、行业先锋、国际一流”愿景目标，以战略为

统领，大力实施二次创业，加快结构调整，持之以恒地抓发展、

提效益、强管理、带队伍，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公司发展区域

由山东 1个省份拓展到全国 14个省区（市）；发展领域由单一

火电拓展到水电、风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燃机发电、

核电和煤炭产业，发展成为高效煤电、清洁能源、煤炭等产业协

同发展、板块优势互补的全国性、综合性能源公司。截至 2019年

底，公司资产规模达到 2298.76亿元，装机规模达到 5656.53万千

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 23.57%，比重逐年提升。

招聘邮箱：zhangqian@hdpi.com.cn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10-8356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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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公司成立于 2009年 7月，现管理

10家煤电企业，1家新能源企业、6家热力企业、6家专业公司、

1家分布式能源企业和 1家港务企业，资产总额 570亿元，发电装

机规模 1996.04万千瓦，总供热面积 2亿平方米，员工 11893人，

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装机规模最大的区域公司。

近年来，山东公司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集团

公司党组决议决定，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发展质量不断迈上

新台阶，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全国安康

杯竞赛优胜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集团公司先进企业等称号。

招聘邮箱：hdpisd@126.com

联 系 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0531-6771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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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旗下唯一一

家多元化清洁能源上市公司，2012年 6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注册资本 84.08亿元人民币。

华电福新拥有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分布式、煤电、核

电和生物质能等多种发电类型，煤电、水电的资产和项目全部分

布在福建区域，风电等其余板块主要分布在全国 27个省、市、自

治区及欧洲地区，截至 2019年底，华电福新投运总装机容量为

16456.5兆瓦，其中水电 2607.9兆瓦、火电 3600兆瓦、风电 8035.2

兆瓦、光伏 1214.7兆瓦、燃气分布式及生物质能发电 970兆瓦。

此外公司拥有华电集团发展核电业务的唯一平台，持有福建福清

核电 39%股权、浙江三门核电 10%股权。

华电福新作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骨干企业和重要的投融资

平台，是新能源发展的主力军和海外发展的生力军，坚持走多元

化、清洁型、高效型能源发展之路，致力于建设国际一流的清洁

能源上市公司，以优异的业绩为股东带来更高、更好的回报！

招聘邮箱：ruotian-wang@hdfx.com.cn;

shaoxuan-peng@hdfx.com.cn

联 系 人：王先生 彭先生

联系电话：010-83567517 15810788008（王先生）

010-83567519 13810989167（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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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分公司）成立于 1992年 10月，是由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国内第

一家流域水电开发公司。现有 20家基层单位，其中水电企业 8家、

火电企业 5家、新能源企业 1家、其他企业 6家。资产总额 560

亿元，产权比例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51%，贵州省 49%。目

前已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 1334万千瓦（其中水电 869.5万千瓦、

火电 450万千瓦、光伏 14.5万千瓦），约占贵州省统调装机的

26.4%，是贵州省装机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公司大力发展新能源，

2020年已经竞配成功 3个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53万千

瓦），计划 2020年底投产发电。“十四五”期间，规划新能源发

电总装机 500万千瓦，届时清洁能源装机比例将达到 75%以上。

招聘邮箱：wjgsrzb@chd.com.cn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851-85784439，1398565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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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于 2003年 4月成立。目前，公司业务

涵盖煤机、燃机、分布式、太阳能、风力发电及燃机服务、煤炭

码头运营等，企业分布在京沪铁路、京杭运河和长江、东海沿线，

覆盖全省 10个地级市。截至 2019年底，公司总资产超过 420亿

元，在运装机 1345万千瓦，在职员工近 4500人。公司现辖句容

发电公司、望亭发电公司、戚墅堰发电公司、扬州发电公司、新

能源公司、昆山热电公司、仪征热电公司、通州热电公司、吴江

热电公司、江苏电力股份公司、通州湾能源公司、华瑞燃机服务

公司、金湖能源公司、如皋热电公司、华汇能源公司、扬州中燃

能源公司、江苏能源销售公司等 17家单位。

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创者先行”企业精神，贯彻

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以“价值思维、绿色高效、科学

规范、稳健持续”为发展原则，努力建设成为电热为主、产业协

同、绿色高效、稳健和谐的国内一流能源公司。

招聘邮箱：chdjs_mwb@163.com

联 系 人：夏先生

联系电话：025-8673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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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公司）简介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公司）

是华电云南区域作为中国华电集团管理创新试点实施管理整合，

将原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原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和原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整合成立的新的中国

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公司总装机容量 1003.7万千瓦，其中，水电机组 697.1万千

瓦，火电机组 240万千瓦，风电机组 62.6万千瓦，光伏机组 4万

千瓦，公司资产总额 734亿元。目前共有下属 31家基层单位（含

筹备处），在册员工 2481人。

招聘邮箱：13475155@qq.com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871-65237098 1364881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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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成立于 2003年 3月，是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四川设立的分公司，按照集团公司授权和

委托，履行区域公司管理职责，与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华电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实行“一个机构，三块牌子，

合署办公”。公司共管理企业 27家，主要分布在成都、广元、广

安、宜宾、内江、雅安、甘孜、阿坝、凉山等地。运行装机容量

900.23万千瓦（火电 370万千瓦、水电 495.04万千瓦、风电 34.9

万千瓦、光伏 0.29万千瓦），核准及在建项目装机 81.8万千瓦，

前期和规划的清洁高效能源项目总装机超 1000万千瓦。资产总额

652亿元，在册员工 5400余人。

招聘邮箱：huadianzhongguosc@163.com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28-62356828



第 8 页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4月 1日，是中国华

电集团有限公司独资控股企业，前身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内蒙古的分支机构，2009年 3月

27日由分公司改制为子公司。目前，公司管理口径资产总额 435.38

亿元，产业涉及火电、新能源、燃料、物资管理等项目的开发、

投资、建设、生产经营及产品销售等领域，是一家大型区域综合

性能源企业。公司现有职工 2590人，管理单位共 12家，其中火

电企业 6家（包头公司、东华热电、乌达热电、卓资热电、土默

特公司、大路电厂）、新能源企业 4家（新能源分公司、国际蒙

东公司、福新蒙东公司、开发建设分公司）。公司发电总装机容

量 843.48万千瓦，其中火电 486万千瓦、风电 286.63万千瓦、光

伏 35.9万千瓦，在建风电 34.95万千瓦。

招聘邮箱：hdnmzp2021@163.com

联 系 人：孟女士

联系电话：0471-622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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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简介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

司）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区域分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996年 A、B股在上交所挂牌上市，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划

归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成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在黑龙江地区的电

力发展主体和资本运作平台。为顺应外部经济形势和企业自身发

展要求，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

力，华电能源公司加快推进公司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现已发展

成为涵盖发电、供热、煤炭、工程等业务领域的综合性能源上市

公司，全资、控股拥有 18家企业，其中，发电供热企业 9家、专

业公司 5家，煤炭企业 1家，受托管理风电及新能源企业 2家。

公司火电总装机容量 670万千瓦，风电和生物质装机容量 55.29

万千瓦，总供热面积 1.15亿平方米，是哈、齐、牡、佳等省内中

心城市的主要热源供应单位。

招聘邮箱：hdnyzp@163.com

联 系 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451-5868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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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成立于 2003年 3月 26日，

2009年 12月改制组建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同时履行集团分公

司和区域子公司职能，2015年整体并入华电国际。公司全资及控

股企业 12家，内核企业 6家，参股企业 5家，区域化管理企业 3

家。公司总装机容量（含在建）729.737万千瓦，其中煤机 624.5

万千瓦，燃机及燃气分布式 37.81万千瓦，风光电及生物质 38.367

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 11%，在建 29.56万千瓦。公司资产总额（管

理口径）188.42亿元，净资产 82.75亿元，区域在职员工 2533人。

公司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效益和发展”两大核心任务，全面

有效实施内涵式发展战略、一主多元战略、人才强企战略，不断

提升价值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资产规模、

管理指标、经营业绩都创出了历史新高，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进

入了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荣获集团公司“先进企业”“特

殊贡献奖”“提质增效突出贡献奖”“直属单位首批 A级企业”

“安全环保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招聘邮箱：hdhbzhaopin@chd.com.cn

联 系 人：杜女士

联系电话：027-8870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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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成立于 2003年 2月 21日，

是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厂网分开”时集团公司第一批设立的区域

分公司，全面负责华电福建区域电力生产、经营、发展以及队伍

建设等工作。目前，公司有管理单位 30家，在册员工 5500多人。

截至 2020年 9月底，公司在运电源总装机 811万千瓦（水电

262万千瓦、火电 492万千瓦、风电 49万千瓦、光电 5万千瓦、

气电 3万千瓦），同时大比例参股（股比 39％）福清核电，电源

结构呈现“水火共进、风光气核并举”特点，控股资产总额 340.27

亿元，资产负债率 60.16％。

招聘邮箱：hdfjzp9@163.com

联 系 人：郑女士

联系电话：0591-3837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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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于 2003年 3月成立，负责华电集团公

司在新疆地区发电资产的经营和管理，负责集团公司在新疆地区

的发展规划、安全生产、市场营销、协调服务等工作。2020年在

建装机 144万千瓦，计划投产 74万千瓦，目前运营装机规模 570.2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309万千瓦，风电装机 208.7万千瓦，光

伏装机 40万千瓦，水电装机 12.5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增加

至 261.2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比例提升至 45.7%；在建及运营火

电装机均为热电联产机组。截止目前，公司供热面积 9015万平方

米，其中直供面积 4067万平方米，供热规模及效益位列在疆五大

电力集团之首。新疆公司所属电站遍布新疆各地州，火电主要分

布在乌鲁木齐、昌吉、喀什、哈密、吐鲁番等经济较发达地区，

新能源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小草湖、哈密三塘湖、

哈密淖毛湖等风区及吐鲁番、哈密、南疆等光伏资源丰富地区，

水电主要分布在和田和新疆北部富蕴县沙尔布拉克等地区。

招聘邮箱：mayinuer@chd.com.cn

联 系 人：玛依努尔女士

联系电话：0991-48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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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396）是中国华电

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单位，是集火力、风力、光伏发电、煤炭营销、

供热、供汽为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能源企业。金山股份管理企业共

28家，其中，直接投资的企业 21家，授权管理的企业 7家。主要

管理的 8家发电企业分布在辽宁、内蒙、吉林，分别为铁岭公司

（4×300MW+2×600MW）、内蒙古白音华公司（2×600MW）、

阜新热电公司（4×150MW）、丹东热电公司（2×300MW）、沈

阳热电公司（2×200MW）、桓仁热电公司（2×12MW）、新能

源分公司（301.8MW）、华电福新吉林分公司（226.5MW）。管

理口径装机容量581.23万KW，其中，煤电528.4万KW，占90.91%；

风光电 52.83万 KW。另有辽宁区域 14.55万 KW、内蒙古苏尼特

左旗 22.5万 KW风电项目核准在建，2020 年年底前投产运营。上

市公司口径装机容量 535.78万 KW。截止上一供暖季，挂网供热

面积 5900万平方米，其中，直供 2630万平方米；年供热量 1900

万吉焦，其中，直供 1349万吉焦。现有员工 3511人。

招聘邮箱：410051068@qq.com

联 系 人：寇女士

联系电话：024-8399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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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于 2009年 4月成立，注册资金 16.6

亿元，全面负责华电集团公司在陕西区域内的电力、煤炭、新能

源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工作，承担经营发展责任、经

济安全责任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装机总容量 1672MW，现

管理 2家发电企业，2家分公司，2家参股煤矿。

招聘邮箱：410336325@qq.com

联 系 人：袁女士

联系电话：029-8812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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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宁夏分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2月。自公司

成立以来，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共

控参股企业 8家，产业涉及火电、新能源、供热、煤炭、铁路等

领域，控股发电装机 55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居各大发电集

团在宁夏首位，总装机规模位于前列。

所招聘企业中，新能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3月，风电总装机

146万千瓦、光电 10万千瓦。灵武公司成立于 2006年 2月，总装

机容量 332万千瓦，是西北最大的空冷火电机组。宁夏供热公司

建设灵武电厂向银川市集中供热工程，目前规划供热面积近 7000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于 2018年正式投运，是全国一次性开工建设

面积最大、国内首个长距离盾构穿越黄河供热工程，二期工程 2020

年年底投产，全部工程投运后将占整个银川市集中供热面积 50%。

宁夏公司管理水平较高、效益良好、工作气氛和谐、企业文化良

好。公司尊重人才、重视人才，为员工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和发

展平台。

招聘邮箱：hdnxrzb@163.com

联 系 人：梁女士

联系电话：0951-389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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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前身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浙

江代表处，于 2003年 4月在杭州成立，2016年 11月更名为中国

华电集团公司浙江公司，负责华电集团在浙江省的规划发展、安

全生产、市场营销、项目前期、工程建设、公共关系、党建工团

等方面的工作。

浙江公司自成立以来，抓机遇、调结构、推创新、提效益，

全力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发电装机从成立之初的 68.5万千瓦

增长到 2020年的 458.29万千瓦，总资产 110亿元。

截至 2020年 9月底，浙江公司拥有在册员工 1504人，投运

发电企业 10家（其中，天然气发电企业 4家，水力发电企业 1家、

风力发电企业 3家、光伏发电企业 2家）。公司立足“服务浙江

经济发展、做强做优华电浙江”定位，以“建设一流综合能源公

司”为战略目标，致力外拓市场、内强管理，形成以气电为主，

“气、水、风、光”多种清洁能源结构并济的绿色发电格局，是

浙江省重要综合能源企业。

招聘邮箱：645152852@qq.com

联 系 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1727925



第 17 页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 2006年 2月 18日成立，

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安徽省的派出机构，负责管理华电在

安徽、江西两省所属单位，目前管理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华电六安电厂有限公司、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华电

福新安徽新能源有限公司、华电福新江西宜春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装机 515.3万千瓦。

招聘邮箱：hdahgs_rz@163.com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51-6368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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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控股上市

公司之一，也是贵州省唯一的电力上市公司。公司于 2005年 3月

在深交所上市，股票名称“黔源电力”，股票代码 002039。

公司乘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东风，积极推进贵州北

盘江流域、乌江三岔河流域和芙蓉江流域大中小型水电站的梯级

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建成包括光照、董箐、马马崖、善泥坡、

普定、引子渡、鱼塘、清溪、牛都等 9座水电站，总装机 3233.5MW。

2020年公司竞配成功贵州境内 3个光伏项目，装机规模 750MW。

截至目前，全资、控股、管理的单位共有 11家，资产规模达 164

亿元。

招聘邮箱：gzqydl@sina.com

联 系 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851-8521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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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2月，负

责华电在河北区域的能源项目开发、生产运营管理、电力热力营

销、煤炭运销管理、统一对外协调、党的建设等工作，业务范围

涵盖热电、风电、水电、光伏、燃机、供热、投资、分布式能源、

综合能源服务等，产业结构多元。公司总装机容量 335.9万千瓦，

其中煤机 173.5万千瓦，燃机 45.36万千瓦，风电 99.3万千瓦，光

伏 11.4万千瓦，水电 6.34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 48%。总供热面

积 8429万平方米，承担着石家庄市 50%以上的集中供热任务，服

务用户约 230万。工作地点主要在石家庄、张家口。

河北公司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安全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以转

型为重点，持续推进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正逐步实现由发电供热为主的生产型企业向发电、售电、配电、

供热、热电服务为主的综合能源供应服务型企业转变，努力建成

一流综合能源企业。

招聘邮箱：chdhebeihr2020@163.com

联 系 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0311-8072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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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月，位于

河南省郑州市，负责华电在河南的发展规划、能源项目开发、生

产运营管理、电热力市场营销和对外协调等工作。目前区域运营

发电装机容量 282.8万千瓦，分别为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2×66

万千瓦煤电机组、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2×33万千瓦热电联产

机组、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 2×33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以及

华电河南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河南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管

理的 18.8万千瓦可再生能源项目；运营 1家售电公司，即华电河

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公司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

培养，始终致力于把公司建设成为国内先进、行业标杆的现代化

发电企业。

招聘邮箱：aoyan@chd.com.cn

联 系 人：敖女士

联系电话：0371-586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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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简介

华电湖南分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湘的派出机构，

下辖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平江发电有限公司、湖南华电郴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永州风电有限公司、湖南华电湘潭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六

家单位。目前控股已运营的装机总容量为 297.18万千瓦，其中：

已投产煤电装机容量 252万千瓦，已投入运营风电装机容量 45.18

万千瓦；在建风电项目装机容量 26万千瓦，计划 2020年全部并

网发电；平江公司 2台 1000MW机组项目已开工建设，计划 2023

年实现“双投”。

区域现有员工 909人，平均年龄 35岁，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人员占总人数的 96%，呈现出平均年龄低、学历层次高、技术技

能等级高的特点。

招聘邮箱：chdcsly @163.com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1-8889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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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于 2009年 9月 27日由中国华电集团

公司山西分公司改制成立，位于太原市学府园区创业街 19号，是

实施华电发展战略在晋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 25.35亿

元，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山西区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和资

产管理的主体，代表集团公司统一协调区域内华电事务。

截止 2020年 9月底，公司管理企业 26家，企业和项目遍及

三晋大地，产业涉及电力、热力、煤炭，以及工程监理、招标代

理、电力检修、煤炭营销等运营产业，区域发电装机容量 2524MW，

参股发电装机容量 360MW，核定煤炭产能 120万吨/年，发电前

期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10400MW以上，控、参股煤炭前期项目资源

储量 14亿吨，资产总额达 175.11亿元，用工总数 2000多人。

招聘邮箱：yuzq-sxny@chd.com.cn

联 系 人：于先生

联系电话：0351-527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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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2月。目前

广东公司管理企业 13家，包括 4家煤电、6家燃机、2家新能源，

1家售电公司。近年来，广东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集团公司“五三六战略”，大力发展天然气热电

联产和海、陆风电项目，抢占优质项目资源，项目布点由原来的 4

个地市拓展至 14个地市，燃机项目布局已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 7

个地市。截至 2020年 9月，广东公司投运装机容量 397.5万千瓦，

其中燃机 242万千瓦、风电 24万千瓦、煤电 130万千瓦、光伏 1.5

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 67.3%。

招聘邮箱：hdgd_zhaopin@163.com

联 系 人: 孙先生

联系电话： 020-8251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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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成立于 2008年 3月，与

2012年 8月成立的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实行“一套人员、两块

牌子”统一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华电在藏发展，正加快推进西藏

相关河段水电站前期和建设工作，积极争取西藏其他水电资源和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全力助力西藏脱贫攻坚。

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精神，认真践行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华电集团工作部署，以“两

基地、一窗口”为战略目标，以“五创引领、聚力提升”为发展

思路，全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先后荣获“西藏自治区脱

贫攻坚组织创新先进单位”“西藏自治区强基惠民活动优秀组织

单位”“西藏自治区文明单位”“华电集团文明单位”等称号；

多人次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西藏自

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2020年被自治区推荐为“全国脱贫攻

坚组织创新奖”获奖单位和“全国文明单位”。

招聘邮箱：157626126@qq.com

联 系 人：干先生

联系电话：028-68533803，0891-685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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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4月，是华

电集团控股的大型水电流域公司，主要负责金沙江上游川藏段岗

托、岩比、波罗、叶巴滩、拉哇、巴塘、苏洼龙、昌波等 8级水

电站共 943.6万千瓦，以及沿江 6县 2000万千瓦光电和 300万千

瓦风电资源的开发建设和管理。

公司下辖苏洼龙、叶巴滩、巴塘、拉哇电站分别于 2015年 11

月、2016年 11月、2017年 10月和 2019年 1月通过国家发改委

核准，在建装机 619万千瓦，波罗、昌波、岗托电站可研工作按

计划推进，首批两个光伏项目共 330万千瓦正在开展项目备案工

作。按照发展规划，2021年，苏洼龙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十四

五”期间，流域梯级电站和沿江风光电陆续投产，力争运行装机

达到 1000万千瓦；到 2035年，基本建成总装机 3000万千瓦的大

型可再生能源基地。

招聘邮箱：jsjzp2015@sina.com

联 系 人：贾先生

联系电话：028-6235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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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是中国华电集团有

限公司专门从事煤炭及相关产业开发、运营的专业公司。公司注

册资本36.57亿元，下设2个分支机构、4个全资子公司、11个控股

公司、9个专业化管理企业和15个参股公司。截至2020年9月底，

公司管理口径资产总额608.09亿元，净资产221.99亿元。

近年来，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努力践行“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的使命，协同

发展煤炭、电力、物流产业，先后在晋、陕、蒙、疆等煤炭大省

控制煤炭资源 202亿吨，形成煤矿产能 5150万吨，投产电力装机

规模 192万千瓦，参股铁路运营里程 2800公里，投运和在建港口

吞吐能力 6800万吨，自有船队运力 34.7万载重吨，初步构建了以

煤炭产业为核心，集煤、电、路、港、航为一体的产业构架，总

体跨入 5000万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行列，连续 8年进入中国煤炭

工业 50强，在 2019中国煤炭企业 50强中产量排名第 17位、净

利润排名第 11位、营业净利率排名第 5位。

招聘邮箱：512975767@qq.com

联 系 人：贾先生

联系电话：010-5196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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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5月，注册资

本 113亿元，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华电集

团金融发展和资本服务的核心平台，负责推进集团金融机构发展，

管理集团参股金融股权，开展投行、投资、融资和理财顾问等业

务。主要业务包括投资业务、融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金融股

权的投资与拓展，以及对集团现有参股金融机构股权的管理。

资本控股公司作为华电集团金融发展的核心平台，致力于拓

展金融机构，提升华电集团金融产业发展实力。目前，资本控股

公司控股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北京

华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电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参股建信基金公司、永诚财险公司、华泰保险集团公

司、华电金泰基金公司。

招聘邮箱：zbkgzp@chd.com.cn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10-8356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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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 2004年 1月经原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原北方有色金属工业财务公司基础上重组

设立的。由华电集团控股，系统内 9家企业共同参股组建的一家

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是隶属集团公司的二级子公司，目前注

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0亿元，拥有《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全部业务

资格。

招聘邮箱：hdcwzhaopin@chd.com.cn

联 系 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010-8356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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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8年，2002年电力体制

改革后，成为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多年来，公司持续优化业务

结构，提升发展质量，形成了投资、工程总承包、产品业务协同

发展的产业格局，打造了高端装备及系统工程、环保水务、电站

投资建设和清洁能源四大板块，逐步发展成为华电集团科工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平台，产品和服务涵盖了电力、化工、港

口、矿业、冶金、市政、新能源等领域，业务遍布全国各地及东

南亚、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华电科工拥有国家发改委、住建部颁发的火力发电（含核电

常规岛）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咨询甲级、电力建设工程质量评价

能力甲级、环境工程设计甲级等重要资质，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

营资格。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能源分布式能源技

术研发中心、国家能源生物燃气高效制备及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实

验）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以及 2个院士工作站、3个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与公司系列省部级研发中心、各专业公司科研部

门等一起形成了多位一体的研发组织体系。截止目前，共拥有科

技专家 46人，其中 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席科技专家

7人、资深科技专家 10人、高级科技专家 26人；共持有专利 1594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6项；获国家、省部委、行业等有影响力的

科技奖项 211项；制定或参编国家标准 10项，行业标准 34项。

招聘邮箱：chec.hr@chec.com.cn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10-63918799



第 30 页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电南自，股票代码

600268）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高科技上市公司，已有80

年发展历程，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立身之本。

上世纪 60年代，研发了我国第一套 330kV线路晶体管继电保

护装置，成为了国产继电保护专业的奠基者；90年代，研发全国

第一套高压微机线路保护装置，使国产电网自动化技术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在电网自动化、电厂及工业自动化、轨道交通自动

化、信息安全与技术等领域有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当前，国电南

自紧跟行业发展，公司调整定位转型升级，面向电力物联网、智

能电网、数字电厂、智慧交通、信息安全，开启了“万物互联、

人机交互”的新时代。建立重点项目和资金统筹协调机制，制定

中长期研发规划和重点科研项目计划，明确前沿技术跟踪和年度

重点科技项目。充分利用两级科研体系优势，有效开展集中研发、

平台共享，促进研发资源高效配置，实现科技创新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双提升，为引领行业新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2020年，公司被纳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科改示范行动”

单位，为公司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为智能化、

信息化人才提供良好的专业发展机会，也为引进各种高端人才、

留住人才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围绕着“为人类创造进步，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幸福”的公司使命，大力弘扬“搏

击、担当”的公司精神，以建成行业一流，国际领先的高科技上

市公司为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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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年，国电南自科研体系共完成省部级新产品、新技

术鉴定 44项；获得授权专利 519项，其中发明专利 201项；获得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50项；参与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 60

项；发表学术论文 442篇；获得各类省、市及以上科技奖项 47项，

其中参与完成的《电力线路行波保护关键技术及装置》荣获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截止 2019年底国电南自累计拥有有效

专利 1109项，其中发明专利 411项。

公司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电力

监控与节能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能源系统电力电子技

术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及EI收录的核心期刊

《电力自动化设备》杂志，是国内第一家拥有继电保护类产品

KEMA认证证书，第一个完成并通过IEC60255-27产品安全认证的

制造商及第一套500kV数字化变电站的系统集成商，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成功备案为节能服务公司。公司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研发管理通过

CMMI3级评估。

招聘邮箱：jvhrzp@sac-china.com

联 系 人：许老师

联系电话：025-8353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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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是中国华电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作为专业化发电运营公司，华电运营的业务

范围包括：一是面向国内外直接投资、经营发电企业；二是为华

电集团境外投资电厂和系统外电厂提供运行维护、设备检修、技

术指导等专业化服务。

截止 2020年 9月，公司资产总额 153.84亿元，本部共有 10

个职能部门，所属企业 25家，员工 6758人。华电运营目前运营

管理的发电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广西贵港市以及印尼、

柬埔寨、巴基斯坦、越南等多个国家。管理经营的国内发电企业

主要有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

司、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北京华电水电有限公司、北京

华电北燃能源有限公司；国外发电企业主要有中国华电集团发电

运营有限公司印尼巴厘岛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

司印尼巴淡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柬埔寨有限公司、中

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巴基斯坦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越

南有限公司；还有多家供热、新能源、科技文化等企业。

招聘邮箱：biyesheng@chdoc.com.cn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10-8356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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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华电招标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物资有限公司（简称华电物资）于 2011年 8月

18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

经营范围包括：开展电源、煤炭、物流、产品制造等领域的生产

和建设所需重要和大宗物资的采购、物流服务、建造、催交、代

理代销、物资调剂、信息技术咨询等业务。

华电招标有限公司（简称华电招标）于 2003年 9月 19日在

北京成立。华电招标主要从事电力及地方工程建设项目及技改、

大修、科技环保项目等所需设备、材料、备品备件的招标代理业

务，并提供相关电子采购服务。

华电物资与华电招标实行合署办公。下设办公室（党委办公

室、法律事务部）、战略规划部、人力资源部、财务资产部、采

购管理部、科技信息部、党建工作部（工会办公室）、监督部（纪

检办公室）、采购一部、采购二部、采购三部、采购四部等 12个

部室。

招聘邮箱：zhaopin @chdt.com.cn

联 系 人：谢女士

联系电话：010-8356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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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是世界 500强、国有独资发电集团—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国际化能源公司。

公司于 2006年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3.27亿美元。公司作为

华电集团的投资平台和融资平台，以境内外有关电源、煤炭及与

电力相关产业的投资为主营业务，协同发展金融和贸易业务。公

司拥有境内外全资公司 4家、控股公司 3家、参股公司 2家，主

要分布在俄罗斯、柬埔寨、印尼等国家。经过近十年发展，公司

形成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中东欧、以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为

重点，逐步扩展南美、非洲等地区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在开展绿

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业务的同时，发展金融和国际贸易业务。

招聘邮箱：zhaopin@chdhk.com

联 系 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010-8356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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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置业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置业有限公司于 2005年 6月成立，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

区，注册资本 26.975亿元人民币，是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的专业子公司，主要从事物业管理、酒店合作管理运营、闲置

土地开发技术咨询、固定资产投资建设以及资本运作等业务。

华电置业内设 8个职能部门，管理 5家子公司及 4家分公司。

华电置业确立了“资产运营、资本运作、价值投资”三业并举的

发展战略，主营业务集中在酒店合作管理运营、物业管理、系统

内闲置土地开发（技术咨询平台、开发引战主体）以及价值投资

等几个方面。酒店合作管理运营主要为北京华滨国际大酒店；物

业管理包括自持的中国华电大厦、上海华电大厦，系统内华电内

蒙公司本部、天津分公司本部和广东分公司本部办公楼，以及部

分华电所属电厂的物业管理；闲置土地开发技术咨询主要是为集

团公司系统提供土地开发方面的专业评审及顾问咨询，并做好二

级开发引战工作；价值投资主要是开展华电系统内闲置土地开发，

以及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大数据中心运营商合作，开展数据中

心筹建工作。

招聘邮箱：hr@chd.com.cn

联 系 人：苏先生

联系电话：010-8356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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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校

（中国华电集团高级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简介

中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校（简称集团公司党校）成立

于 2007年 4月，属中央党校和国资委党校分校管理序列，是华电

集团党建工作重要部门，担负着华电系统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后备

干部的轮训培训的重任，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

锻炼的熔炉。中国华电集团高级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简称高培中

心）成立于 2005年 10月，是集团公司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和重要

会议中心。集团公司党校与高培中心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的管理模式。

校园占地 8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5677平方米，拥有报告

厅、多功能厅、多媒体教室等 13个大中小型培训教室、8栋共计

260余间的学员宿舍、3个可容纳百人以上规模的自助餐厅，以及

后山观光道路、康体中心、网球馆、足球场等健身服务设施，形

成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管理规范、服务周到”的学习生活

环境。

招聘邮箱：hdjtdxzp@126.com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10-69017777转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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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注册资

本金 17亿元，是中国华电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专业化平台公司，

主要负责热、电、冷、汽多能供应、天然气供应、储能、氢能、

工业和建筑节能等综合能源业务，并整合中国华电系统专业技术

力量，为用户提供一揽子综合能源供应解决方案。

华电清洁能源公司本部位于北京，国内业务分布在华南（广

州）、华东（上海）、华北（天津）、湖南（长沙）、湖北（武

汉）和四川（内江）等地区，海外业务分布在香港、新加坡和加

拿大等地区。

未来将依托中国华电的资金、资源和技术优势，以“产业协

同、价值创造、客户导向、务实合作、创新图强”为发展理念，

向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拓展，重点打造“天然气供应、电力产品交

易、区域综合供能、综合能效服务、新动能培育”五个业务板块，

成为国内一流的综合能源服务提供商。

招聘邮箱：cghr@cg.com.cn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10-8336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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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于 2016年成立，是中国华电

集团深化煤炭运营体系改革新组建的专业公司，是华电集团燃料

集约采购管理职能的延伸和支撑，是华电集团煤炭运营的专业化

公司和实施主体。公司拥有煤炭经营资质和煤炭进出口权，负责

华电集团 12个集约采购区域所属燃煤发电企业的采购供应和营销

等相关工作。公司内设综合管理部、计划发展部、人力资源部、

财务资产部、党建工作部、监察部、供应管理部、采购管理部、

物流调运部等 9个部门，下设山西、秦皇岛、陕西、内蒙古、山

东、湖北、江苏、福建、宁夏、安徽、河南、河北、湖南等 13个

分公司。

公司将坚持以集团公司规模化需求为依托，坚持服务集团、

合作共赢、创造价值，全面构建购销一体、战略协同的燃料购销

体系，全面构建统一、稳定、高效的燃料物流体系，全面构建物

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电商平台，全面构建具

有华电特色的燃料物流价值链，对内服务运营降成本，对外整合

资源增效益，努力打造燃料物流供应链集约和电商平台集约的核

心竞争力，努力创建行业领先、国内一流的燃料物流公司。

招聘邮箱：hanye-cai@chd.com.cn

联 系 人：蔡女士

联系电话：010-5196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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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公司按照“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的管控一体化运作。截至目前，甘肃公司装机容量 209.4万千瓦，

其中风电 174万千瓦、光电 35.4万千瓦。在甘肃、青海区域注册

了 9家项目公司、4家项目分公司，管理运营 15个风光电场，其

中风电场 8个，光伏电站 7个。发电装机容量占区域新能源总量

的 11.60%，为甘肃区域最大的新能源企业。

华电甘肃公司顺应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趋势，积极推进公

司变革，全面落实集团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集团公

司“五三六战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以“创新发展年”为主线，以集团公司创一流为引领，以打造业

内新能源标杆企业为目标，全面实现“2455”年度目标任务，确

保全面建成“三集三化”现代公司，为集团公司建设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企业贡献甘肃公司力量。

招聘邮箱：760336514@qq.com

联 系 人：豆先生

联系电话：0931-837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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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成立于 2008年 2月，现管

理 4家发电企业。天津公司主要负责集团公司在津的发展规划、

项目运营、管理协调等工作。主营业务为电源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等，主要以天然气热电联产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清

洁能源项目开发为主，已运营装机容量 149万千瓦，在建装机容

量 105万千瓦。

公司成立以来，在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以服务

于天津经济建设为宗旨，秉持绿色清洁能源发展之路，全力推进

项目良好发展，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加速优秀青年员工培养，促

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实现了煤电、燃机、光伏、分布式能源多

点开花、全面协调推进的良好局面。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天津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天津公司将紧跟天津发展步伐，全面布局、搭建平台，实现华电

集团在津各版块协同蓬勃发展。

招聘邮箱：chdtjhr@163.com

联 系 人：白先生

联系电话：022-2318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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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于 2007年 4月，是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地区的分支机构，负责华电在上海区

域发电版块的规划发展、工程建设、生产经营、党的建设、队伍

建设、公共关系等工作。公司目前管理 10家基层企业，现有总资

产约 58亿元，员工 400余人，装机容量 182.4万千瓦，建设有奉

贤重型燃机电站，莘庄、上科大、中博会、迪士尼、崇明综合能

源等一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企业，业务涉及新型火力发电，燃机

分布式能源，光伏、风力、沼气发电等新能源，燃气轮机设备及

技术服务等。近年来，上海分公司不断加强华电在沪企业人才储

备，持续培养生产、经营和发展所需的各专业人才。

招聘邮箱：hrshchd@163.com

联 系 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21-6898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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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简介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56年 10月，是华电

集团直属的唯一科研机构。华电电科院坚持“面向集团、服务主

业、产研结合”的发展方针，积极履行中国华电赋予的集团技术

监督、技术服务、技术支撑和集团中央研究院职责，全面服务中

国华电及其直属单位和所属 300余家境内外发电企业，全力为能

源行业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拥有国家分布式能源、火电能效检测等 7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浙江省蓄能与建筑节能等 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以及中国华电水电、

新能源、环保监督等 10个集团级技术中心，设有院士工作站、博

士后工作站，是能源行业燃气分布式标委会、电力行业燃煤机械

标委会、中电联电力实验室管理标委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

环保专委会碳减排与碳交易学组等的秘书处单位，是中国散协粉

煤灰专委会会长单位，具有 CMA、特检、计量、工程咨询甲级、

调试特级、工程设计乙级等 20余项资质。

招聘邮箱：chderzp@chder.com

联 系 人：傅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24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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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电力建设技术经济咨询中心

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电力建设技术经济咨询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电技经

中心是华电集团投资项目的公共决策支撑平台，主要职责是面向

华电集团规划制定、项目开发(含并购)、工程建设、技术改造等

工作开展专业的风险评估和技术经济评价，主要业务包括规划编

制、立项评估及后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阶段）

文件审查、项目执行概算编制和全过程造价咨询等。

招聘邮箱：15914021@qq.com

联 系 人：傅女士

联系电话：010-8356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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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海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海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月在香港注册成

立，为华电集团公司“四平台一中心”重要构成，肩负华电集团公

司境外唯一资金管理平台和重要海外融资平台职责，具体履行境

外账户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结算（含国际代收付）、融资管理、

风险管理与咨询以及境外债券受托管理等管理职能，为集团公司

国际化战略提供服务支撑。公司办公地址为香港湾仔港湾道 26号

华润大厦 4307室。

招聘邮箱：jinkai-peng@chd.com.cn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10-8356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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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0月，是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庆设立的分支机构，位于重庆市南岸

区。

近年来，重庆分公司项目发展迅速，除新型火电以外，已陆

续在区域内开拓了分布式燃机和风电项目，目前重庆公司管理的

基层单位有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发电厂（以下简称奉

节电厂）、重庆明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华电重庆市江津区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津公司），以及华电重庆新能源有限公司，

其中：奉节电厂一期为两台 600MW燃煤机组，同步建成华电码头

2个 2000DWT散货泊位和 1个 2000DWT大件泊位；江津公司一

期在建 2×16MW燃气机组，配套能源微网并负责重庆区域购售电

业务，预计 2021年 9月份首台机组实现投产；华电重庆新能源有

限公司奉节尖子山 60MW、奉节分水岭 100MW、石柱万宝 70MW

三个风电项目即将开工。

招聘邮箱：hdfj_hr@163.com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85123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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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简介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在青海省的直属单位，代表中国华电行使区域管理职能，同时作

为区域新能源管理平台，在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指导下，

负责青海区域项目发展、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党的

建设、队伍建设等工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区域总装机

容量 304.5万千瓦，其中光伏 155万千瓦、风电 149.5万千瓦，共

设立 6家发电企业和新能源远程控制中心。青海分公司发展理念：

清洁低碳、高效务实、融入地方、共同成长。

招聘邮箱：zhaxi-li@chdoc.com.cn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971-8863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