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名称

招聘岗位 人数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
工作
地点

1 综合部部长 1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不超过40周
岁；
2.具有3年以上人力资源或综合办公室管理相关工作经历，具
有央企、大型国有企业三级公司部门副职或同层级岗位3年以
上工作经历；
3.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能力与扎实的文字材料写作能力；
4.中共党员或具有国境外工作经历者优先。

境外

2 综合部副部长 1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40周岁；
2.具有3年以上党建、人力资源管理或综合办公室管理相关工
作经历；
3.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能力与扎实的文字材料写作能力；
4.中共党员或具有国境外工作经历者优先。

境外

3 国别代表 3

1.负责分管国别市场的综合调查研究，拟定分管国别市场发展战略
和营销规划；
2.负责高端客户的培育、公共关系网络的建立；
3.负责分管国别市场内项目信息的收集、分析、甄别、筛选、初评
、备案、立项；
4.负责分管国别市场范围内投标项目的询价，以及与供货商的谈判
工作。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45周岁；
2.具有3年以上海外市场营销经验，并在国境外常驻累计超过2
年，能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3.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热爱外经事业，愿长期在境外工
作；
4.有东南亚国别市场开发工作经历者优先。

境外

4
国别经理
（商务岗）

2

1.负责区域对应国别项目信息收集、筛选；
2.跟进项目关键文件的编制、评审、开具；
3.及时掌握、跟进区域对应国别市场趋势，开展调研与战略研究；
4.协助国别常驻机构设立及日常业务开展。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40周岁；
2.具有3年及以上工程承包企业商务及市场营销工作经验，并
在国境外常驻累计超过2年，能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3.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热爱外经事业，愿长期在境外工
作；
4.有东南亚国别市场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境外

5
国别经理
（财务岗）

2

1.负责编制符合当地法规和公司要求的财务报告，及时、准确、完
整反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负责进行成本核算，定期提交成本分析报告和财务综合情况报
告；
3.负责资金管理，按公司要求编制资金计划，定期提交资金管理报
告；
4.负责对接当地金融机构、财税监管部门或审计等外部机构，熟悉
所在国金融管理体系制度，财税监管制度和外部审计制度。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投融资、经济、财税等相关专
业毕业，年龄不超过40周岁；
2.具有5年及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并在国境外常驻累计超
过2年，能独立负责国别或地区的财税管理工作，用英语作为
工作语言；
3.中共党员、有菲律宾或新加坡常驻工作经历人员优先。

境外

6
国别主管
（财务岗）

1

1.配合编制符合当地法规和公司要求的财务报告，及时、准确、完
整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配合进行成本核算，定期提交成本分析报告和财务综合情况报
告，配合资金管理，按公司要求编制资金计划，定期提交资金管理
报告；
3.配合对接当地金融机构、财税监管部门等外部机构，熟悉所在国
金融管理体系制度，财税监管制度和外部审计制度。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投融资、经济、财税等相关专
业毕业，年龄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1年及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3.具有国境外工作经验或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者优先。

境外

中铁国际集团招聘岗位、人数及任职条件(境外区域总部）

东南亚
区域总部

负责区域总部综合事务管理、人事管理、党建管理、宣传管理、外
事管理、舆情应对、对外沟通联络和关系维护、非生产性安全管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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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国际集团招聘岗位、人数及任职条件(境外区域总部）

7
国别代表
（阿根廷)

1

全面负责阿根廷国别的项目经营开发、项目监管、合规管理、品牌
建设、舆情管理等工作；负责牵头市场调研，掌握阿根廷国家战略
规划、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政策；负责相关政府、行业主管及相
关部门、项目业主、核心客户等公共资源的维护。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45周岁，熟练掌握西班牙
语听、说、读、写，并能够作为工作语言；
2.具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和良好的资源组织和协调能力，可独立
开展市场开发工作；
3.具有7年及以上国际工程开发、执行或管理经验；
4.有阿根廷市场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阿根廷

8
国别代表
(圭亚那)

1

全面负责圭亚那国别的项目经营开发、项目监管、合规管理、品牌
建设、舆情管理等工作；负责牵头市场调研，掌握圭亚那国家战略
规划、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政策；负责相关政府、行业主管及相
关部门、项目业主、核心客户等公共资源、社会资源的维护。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45周岁，熟练掌握英语听
、说、读、写，能够作为工作语言；
2.具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和良好的资源组织和协调能力，可独立
开展市场开发工作；
3.具有7年及以上国际工程开发、执行或管理经验；
4.有圭亚那市场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圭亚那

9 综合部部长 1
负责区域总部综合事务管理、人事管理、党建管理、宣传管理、外
事管理、舆情应对、对外沟通联络和关系维护、非生产性安全管理
等。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不超过40周
岁；
2.具有5年及以上建筑企业综合管理或党群工作经验，且具有
央企、大型国有企业三级公司部门副职或同层级岗位3年以上
工作经历；
3.具有拉美国家工作经验者优先。

阿根廷

10 市场部副部长 1
负责项目信息库建设，针对性制定项目开发计划；负责编制经营计
划并督导落实；项目经营过程中负责组织技术可行性研究及技术方
案编制；负责市场开发相关各类评审会议的组织和归档。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工程管理相关专业，年龄不超过40周
岁；
2.具有5年及以上国际工程开发、执行或管理经验；
3.具有拉美国家工作经验者优先，可用西班牙语进行日常交流
者优先。

阿根廷

11 财务部副部长 1

审核经济业务、会计报告等相关会计资料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根据生产经营目标，协助部长编制区域总部全面预
算，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服从工作安排，准确、及
时提供有关资料，做好月、季、年度经济活动分析；协助进行投资
项目的市场调研、数据收集和可行性研究，协助财务模型搭建工
作；负责区域总部内外帐账户管理。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年龄不超过40
周岁；
2.熟悉拉美国家财税规则，有相关从业经验；
3.具有5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工作经验；
4.可用西班牙语进行日常交流者优先。

阿根廷

南美南部区域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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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领导班子副职 1

1.配合使领馆（机构）维护与驻在国（地区）的双边关系，协调开
展区域主题活动、企业文化宣传、跨文化融合、履行社会责任及舆
情管控；
2.负责区域总部信访接待、纪检监察、思想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
3.配合集团工会组织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生活，帮助
职工解决困难；组织、策划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4.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参与区域总部重大问题的决策。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不
超过45周岁；
2.具有5年及以上人力、纪委、工会等管理工作经验，熟悉人
力、工会、纪检等工作相关政策及工作流程；
3.具有央企、大型国有企业同层级岗位任职经历或在下一层级
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未满3年的应在下一层级正职岗位和副
职岗位工作累计4年以上；
4.具有海外工作经历者优先。

境外

13 法律合规专员 1

1.负责建立健全区域总部法务合规管理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制定相关制度，组织开展企业法律风险排查工作；
2.负责区域总部法务合规系统性工作，包括协助项目进行索赔与反
索赔，制定方案、整理相关证据资料，审核、修订重要商务类函
件，防控项目履约风险；
3.负责规范、落实区域总部合同管理制度，审核公司设计、承包合
、分包合同、采购合同及投资协议等，优化合同条件，规避合同风
险；
4.负责区域总部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审核及相关投资并购项目拓展
中的法律事务。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等相关专业毕业，年龄不超过35
周岁；
2.具有大型企业5年以上海外合规管理业务工作经历，具备中
国国家法律职业资格（A证）或相关国别和地区律师职业资
格；
3.能够独立负责境外重大合同和并购重组、经营投标等重大经
济行为的法律合规审核，处理境外诉讼和非诉法律事务；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以外语作为工作语言，进行口头和
书面交流；
5.具有海外工作经历或硕士以上学历、学位者优先。

境外

14 领导班子副职 1

1.配合使领馆（机构）维护与驻在国（地区）的双边关系，协调开
展区域主题活动、企业文化宣传、跨文化融合、履行社会责任及舆
情管控；
2.负责区域总部信访接待、纪检监察、思想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
3.配合集团工会组织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生活，帮助
职工解决困难；组织、策划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4.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参与区域总部重大问题的决策。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不
超过45周岁；
2.具有5年及以上人力、纪委、工会等管理工作经验，熟悉人
力、工会、纪检等工作相关政策及工作流程；
3.具有央企、大型国有企业同层级岗位任职经历或在下一层级
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未满3年的应在下一层级正职岗位和副
职岗位工作累计4年以上；
4.具有海外工作经历者优先。

境外

15 法律合规专员 1

1.负责建立健全区域总部法务合规管理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制定相关制度，组织开展企业法律风险排查工作；
2.负责规范、落实区域总部合同管理制度，审核公司设计、承包合
、分包合同、采购合同及投资协议等，优化合同条件，规避合同风
险；
3.负责区域总部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审核及相关投资并购项目拓展
中的法律事务；
4.负责区域总部诉讼、仲裁等法律纠纷案件的跟踪处理、妥善处置
区域总部诉讼法律纠纷。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等相关专业毕业，年龄不超过40
周岁；
2.具有大型企业5年以上海外合规管理业务工作经历，具备中
国国家法律职业资格（A证）或相关国别和地区律师职业资
格；
3.能够独立负责境外重大合同和并购重组、经营投标等重大经
济行为的法律合规审核，处理境外诉讼和非诉法律事务；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以外语作为工作语言，进行口头和
书面交流；
5.具有海外工作经历或硕士以上学历、学位者优先。

境外

北非区域总部

南部非洲区域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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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项目管理部部长 1
负责编制投标施工组织设计（公路、房建类）；项目施工期间的施
工组织设计、质量管理、技术管理等工作。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程管理相关专业毕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年龄不超过40周岁；
2.具有5年以上项目实施或管理经验，且具有2年以上海外工程
项目管理经验，有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经验和能力；
3.具备一定的外语沟通交流能力，英语或俄语四级以上。

境外

17
市场部主管
（报价岗）

1
负责编制投标策划、组织现场考察，管理投标报价资源，负责投标
报价编制（房建、公路类）以及项目施工期间的经济分析、计量计
价等工作。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或相关专业毕业，
年龄不超过35周岁；
2.有一定外语水平，英语或俄语四级以上；
3.有投标报价（房建、公路类）编制经验；
4.持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或具有海外工程投标报价、预结算经验
者优先。

境外

18
市场部主管
（商务岗)

1
协助编制商务标书；维护商务关系；市场施工资源调研；起草并管
理商务合同等。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法律、经济、工程管理或俄语专业毕
业，年龄不超过35周岁；
2.具有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商务及市场营销工作经验；
3.俄语听说读写流利，可作为工作语言，第二外语为英文并达
到一定水平者优先。

境外

19
国别代表
(俄罗斯）

1 俄罗斯

20
国别代表
（乌克兰）

1 乌克兰

24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俄语专业毕业或英语六级以上，年龄不
超过45周岁；
2.具有3年及以上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商务及市场营销工作经
验；
3.能熟练使用英语或俄语交流。

合计

欧亚区域总部
（5人）

负责所在国别市场的全面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国别市场综合调查研
究，拟定国别市场发展战略和营销规划，负责高端客户的培育、公
共关系网络的建立；负责国别市场内项目信息的收集、分析、甄别
、筛选、初评、备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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