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青春  为梦想 

               ——中国葛洲坝地产 2022 校园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葛洲坝

地产”，是世界 500 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的重点企业，是

国务院国资委首批确定以房地产为主业的 16 家央企之一。公

司秉持“高价值地产引领者”的企业愿景，坚持给业主、股东、

合作伙伴创造高价值，坚持为社会贡献高价值，实现企业发展

与社会进步的共融共赢。 

公司专业从事高端物业的开发与管理，产品形态包括精品

住宅、城市综合体、旅游地产、高端写字楼等。立足于海内外

投资开发运营的经验和优势，我们坚持创新驱动，首家成功研

发“5G 科技”体系。“5G科技”体系倾注国匠之心，集建筑、

互联网、绿色科技等领域重大成果于一身，将中国房地产行业

引向新“绿色、健康、智慧”时代。 

公司积极融入环渤海、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

战略，重点布局国内一线城市、二线核心城市和具有较好发展

潜力的三线城市，推进持续滚动发展。 

公司先后蝉联“中国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十强”“中国房

地产百强企业”，荣获“中国品牌地产企业”“中国房地产诚

信企业”“中国绿色地产十强”“最具战略聚焦的实力央企”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等荣誉；开发项目荣获“精瑞科学

技术奖·绿色人居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绿色楼盘第一

名”“全国人居经典综合大奖”“最期待中国文化旅游商业新

地标大奖”等荣誉。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企业的高价值引领

与社会的高价值认同形成深度契合。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持“诚信立企、匠心筑家”的企

业精神，坚持用高质量的发展承托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招聘计划 

序号 需求专业 需求学历 需求数量 

1 会计学/财务管理 硕士研究生 10 

2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硕士研究生 9 

3 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 7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硕士研究生 9 

4 法学 硕士研究生 4 

5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城乡规划

/投资学 
硕士研究生 15 

6 建筑学 硕士研究生 12 

7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硕士研究生 6 

8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硕士研究生 8 

9 环境艺术设计 硕士研究生 7 

10 风景园林 硕士研究生 7 

11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安全工程/结构工程 硕士研究生 25 

12 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 硕士研究生 6 

13 市场营销类/房地产经济管理类 本科及以上 15 

14 
物业、旅游、酒店、物流、工商管理类/经济、

财务类/行政、人力类（物业公司职位） 
本科及以上 20 

合计 160 

注：最终招聘人数以上级集团批复为准。 

三、各城市高校空中宣讲会时间 



城市 
空中宣讲会

日期 
空中宣讲会时间 空宣会入口 

武汉 
9月 23日

（周四）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WQNLX 

上海 

 

10月 11 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BUGVB 

杭州 

 

10月 11 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2U2QD 

合肥 
10月 12 日

（周二）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K8G2C 

重庆 
10月 14 日

（周四）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X3GTZ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WQNLX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BUGVB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2U2QD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K8G2C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X3GTZ


南京 
10月 15 日

（周五）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49U7F 

广州 
10月 15 日

（周五）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4SZGG 

西安 
10月 18 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PGN3L 

成都 
10月 18 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YEXET 

长沙 
10月 20 日

（周三）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8FFMT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49U7F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4SZGG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PGN3L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YEXET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8FFMT


哈尔滨 
10月 22 日

（周五）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N8AGY 

海口 
10月 22 日

（周五）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83N7S 

济南 
10月 25 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9P9UA 

大连 
10月 25 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A295H 

天津 
10月 29 日

（周五）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X826V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N8AGY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83N7S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9P9UA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A295H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X826V


北京 
11月 1日

（周一） 
19:00-20:30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QSGHS 

注：宣讲时间及地点如有变化，以公司官网、校园就业网、校园大使通知为

准。 

四、招聘条件 

（一）全日制应届普通一、二类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

历毕业生，不包含专升本、各类成人教育、网络（远程）教

育、自学考试以及其它非全国统招毕业生。 

（二）用人标准：身体健康，品貌端正；综合素质佳，

培养潜力大；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正直坦诚的人格，积极的

进取心，强烈的责任感，敏捷的思维；踏实的工作作风，主

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无违规违

纪。 

   五、人力资源政策 

（一）工作地点。公司总部在北京，城市公司分布在北

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合肥、成都、重庆、杭州、

苏州、雄安、三亚、万宁、烟台、昆明等地。 

（二）薪酬福利。薪酬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关键重

要节点奖及福利（交通、住房、通信、餐补、节庆、健康体

检、伤病慰问、带薪休假等）组成。 

（三）七险两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

http://tv.51job.com/redirect.aspx?key=QSGHS


育保险、工伤保险、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工伤保险、企业年

金、公积金。 

（四）试用期及劳动合同。公司与毕业生协商签订五年

及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包含 6 个月试用期，试用期间

薪酬福利与正式转正相同。 

（五）培养发展。根据“融入期”“成长期”“胜任期”

设定不同的培养内容，采用集中训练营、轮岗、专业答辩、

日常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双导师培养模式，“英才计划”

专注成长和发展，多向晋升通道。 

    六、招聘流程 

校招采用线上宣讲、线下面试为主，请同学们关注各地

区专场空宣会信息。 

（一）宣讲会、网申。 

各城市专场简历网申系统将在其专场空中宣讲会中公

布、开放，并于当晚 12点关闭。应聘同学请在专场网申系

统中注册登录并将个人简历电子文档按照要求发送至网申

系统，简历名称统一为：姓名+性别+学校+专业+学历。 

（二）测评。 

成功进行网申的同学，会获得个人专属素质测评链接，

请于当晚 12 点前完成。网申简历筛选通过并测评合格的同

学将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三）面试：一面，无领导小组讨论；二面，结构化面

试；终面。 

（四）签约。 



（五）企业开放日（部分城市）。 

七、联系方式及校招邮箱 

公司网址：http://www.gzbdc.ceec.net.cn/ 

公司总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丁 12 号英

皇中心 21层 

联系方式：  

李经理  010-58331957 

郑经理  010-58331700 

2022校园招聘邮箱：2022xiaozhao@gzbfdc.com 
 

http://www.gzbdc.ceec.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