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岗位类别 岗位编号 工作地点(线别) 工作单位 人数 招聘专业要求 备注

西安西站 15

宝鸡东站 14

新丰镇车站 6

西安车务段 24

宝鸡车务段 19

韩城车务段 19

铜川车务段 14

延安车务段 28

延安运营维修段 60

安康东站 24

汉中车务段 14

安康车务段 29
新丰镇车站 5
宝鸡车务段 12
韩城车务段 3
铜川车务段 5

铁路车务调车操
作技能岗位2

XAJ2022CWDC302
包西、甘钟、太中银、神大、准
神等线

延安车务段 35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交通运营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宜男性

安康东站 5

汉中车务段 5

XAJ2022CWYZ401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交通运营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宜男性

铁路车务运转操
作技能岗位2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招聘普通高等院校大专（高职）学历毕业生岗位信息表

铁路车务运转操
作技能岗位3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高铁客运乘务，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交通运营管理，及上述专业的
相近专业

铁路车务调车操
作技能岗位3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XAJ2022CWDC402

铁路车务调车操
作技能岗位1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等线

XAJ2022CWDC20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交通运营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宜男性

铁路车务运转操
作技能岗位1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银西等线

XAJ2022CWYZ201

包西、甘钟、太中银、神大、准
神等线

XAJ2022CWYZ301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交通运营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高铁客运乘务，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交通运营管理，及上述专业的
相近专业



岗位类别 岗位编号 工作地点(线别) 工作单位 人数 招聘专业要求 备注

西安西站 25
西安车务段 12
宝鸡车务段 8
韩城车务段 16
铜川车务段 14

延安车务段 55

延安运营维修段 35

安康车务段 10

安康东站 5

西安机务段 40

新丰镇机务段 72

铁路机车乘务操
作技能岗位2

XAJ2022JWCW304
包西、甘钟、太中银、浩吉、神
大、准神等线

延安机务段 292
铁道机车、高速动车组驾驶、铁道机车车辆制
造与维护、动车组驾驶与维修、铁道供电技术
、电气化铁道技术，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宜男性

铁路机车乘务操
作技能岗位3

XAJ2022JWCW405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 安康机务段 50
铁道机车、高速动车组驾驶、铁道机车车辆制
造与维护、动车组驾驶与维修、铁道供电技术
、电气化铁道技术，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宜男性

西安机务段 4

西安机车检修段 11

宝鸡机车检修厂 59

铁路机车检修操
作技能岗位2

XAJ2022JWJX306
延安北、榆林以及段管业务范围
内

延安机务段 33
铁道机车、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机电一
体化技术、铁道供电技术、电气化铁道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XAJ2022HYGW403

包西、甘钟、太中银、浩吉、神
大、准神等线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路物流管理、物流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
专业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等线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路物流管理、物流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
专业

XAJ2022HYGW203

铁路机车乘务操
作技能岗位1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西户、银西、徐兰
、大西、西成等线

XAJ2022JWCW204

铁路机车检修操
作技能岗位1

西安、宝鸡以及段管业务范围内XAJ2022JWJX205

铁路货运操作技
能岗位3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路物流管理、物流管理，及上述专业的相近
专业

铁路货运操作技
能岗位1

铁路货运操作技
能岗位2

XAJ2022HYGW303

适宜男性
铁道机车、高速动车组驾驶、铁道机车车辆制
造与维护、动车组驾驶与维修、铁道供电技术
、电气化铁道技术，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道机车、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机电一
体化技术、铁道供电技术、电气化铁道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岗位类别 岗位编号 工作地点(线别) 工作单位 人数 招聘专业要求 备注

铁路动车组运用
检修操作技能岗
位

XAJ2022CLDC206 西安以及段管业务范围内 西安动车段 381

动车组检修、铁道车辆、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
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及上述专业的相近
专业

铁路车辆运用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
(客车)

XAJ2022CLKJ207
西安、宝鸡、安康以及段管业务
范围内

西安客车车辆段 165

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动车组检
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机
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车辆运用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
（货车）1

XAJ2022CLHJ208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西户等线

西安东车辆段 10

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动车组检
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机
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车辆运用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
（货车）2

XAJ2022CLHJ307
包西、甘钟、太中银、浩吉、神
大、准神等线

榆林车辆段 15

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动车组检
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机
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车辆运用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
（货车）3

XAJ2022CLHJ406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 安康车辆段 30

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动车组检
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机
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西安工务段 14

阎良工务段 7

宝鸡工务段 12

绥德工电段 56

延安运营维修段 53

铁路工务操作技
能岗位1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西户等线

XAJ2022GWXQ209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
与工程技术、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工
程技术、工程造价，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工务操作技
能岗位2

包西、甘钟、太中银、浩吉、神
大、准神等线

XAJ2022GWXQ308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
与工程技术、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工
程技术、工程造价，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岗位类别 岗位编号 工作地点(线别) 工作单位 人数 招聘专业要求 备注

汉中工务段 15

安康工务段 17

铁路工务大机操
作技能岗位

XAJ2022GWDJ210 西安局集团公司管内 工务机械段 114

铁路养护与维修、铁路工程机械、机电一体化
技术、高速铁道技术、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
梁与工程技术、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
术，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电务（信
号）操作技能岗
位1

XAJ2022DWXH211
陇海、宁西、西平、宝成、西康
、咸铜、太西、梅七、黄韩候、
甘钟、西户等线

西安电务段 35
铁道通信信号、铁路信号控制、城市轨道交通
控制、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应用电子，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电务（信
号）操作技能岗
位2

XAJ2022DWXH212 西安局集团公司管内
西安高铁基础设

施段
250

铁道通信信号、铁路信号控制、城市轨道交通
控制、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应用电子，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电务（信
号）操作技能岗
位3

XAJ2022DWXH309
包西、甘钟、太中银、神大、准
神等线

绥德工电段 85
铁道通信信号、铁路信号控制、城市轨道交通
控制、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应用电子，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电务（信
号）操作技能岗
位4

XAJ2022DWXH408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 安康电务段 27
铁道通信信号、铁路信号控制、城市轨道交通
控制、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应用电子，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电务（通
信）操作技能岗
位

XAJ2022DWTX213 西安局集团公司管内 西安通信段 46 铁道通信技术、铁道通信信号、城市轨道交通
通信信号，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西安供电段 52

宝鸡供电段 18

绥德工电段 88

延安运营维修段 33

铁路供电操作技
能岗位3

XAJ2022GDWD409 西康、阳安、襄渝等线 安康供电段 7
铁道供电、电气化铁道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供用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应高空作
业

2607 —————— ————

适应高空作
业

铁路供电操作技
能岗位2

包西、甘钟、太中银、浩吉、神
大、准神等线

XAJ2022GDWD310
铁道供电、电气化铁道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供用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适应高空作
业

铁路工务操作技
能岗位3

XAJ2022GWXQ407 西康、阳安、襄渝、宝成等线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
与工程技术、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工
程技术、工程造价，及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铁路供电操作技
能岗位1

XAJ2022GDWD214
陇海、宁西、西平、宝中、宝成
、西康、咸铜、太西、梅七、黄
韩候、甘钟、西户等线

铁道供电、电气化铁道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供用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及
上述专业的相近专业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