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岗位类型 岗位名称（类别） 专业（方向）要求 岗位编码 工作单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地点 备注

1 铁路客运乘务操作技

能岗位（运输）
交通运输 CDJ2022KY03025 贵阳客运段 2 段管内

2 CDJ2022JW03037 西昌机务段 4 段管内

3 CDJ2022JW03038 重庆机务段 2 段管内

4 CDJ2022JW03039 贵阳机务段 4 段管内

5 CDJ2022JW03040 成都机务段 1 段管内

6 CDJ2022JW03041 重庆机务段 1 段管内

7 CDJ2022JW03042 贵阳机务段 1 段管内

8 CDJ2022JW03043 成都机务段 3 段管内

9 CDJ2022JW03044 西昌机务段 1 段管内

10 CDJ2022JW03045 重庆机务段 1 段管内

11 CDJ2022JW03046 贵阳机务段 1 段管内

12 CDJ2022GD03047 成都供电段 1 段管内

13 CDJ2022GD03048 重庆供电段 1 段管内

14 CDJ2022GD03049 贵阳供电段 1 段管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

本科生

铁道供电设备维护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

与绝缘技术、电机与电器
研究生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度招聘高校毕业生岗位信息表（三）

生产或操作

技能岗位

本科生
铁路机务乘务操作技

能岗位（机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

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铁路机务设备检修操

作技能岗位

电气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

辆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铁路机务设备检修操

作技能岗位（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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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铁路货车运用检修操

作技能岗位（车辆）

车辆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
CDJ2022HC03066 贵阳南车辆段 本科生 1 段管内

16 CDJ2022GW03067 成都高铁工务段 1 段管内

17 CDJ2022GW03068 贵阳高铁工务段 1 段管内

18 CDJ2022GW03069 重庆工电段 1 段管内

19 CDJ2022GW03072 遂宁工务段 6 段管内

20 CDJ2022GW03073 达州工务段 6 段管内

21 CDJ2022GW03074 内江工务段 4 段管内

22 CDJ2022GW03076 涪陵工务段 8 段管内

23 CDJ2022GW03077 贵阳工务段 3 段管内

24 CDJ2022GW03078 凯里工务段 4 段管内

25 CDJ2022GW03080 贵阳高铁工务段 4 段管内

26 CDJ2022GW03081 成都工务大型养路机械

运用检修段
5 段管内

27 CDJ2022GW03082 成都工务大修段 1 段管内

28 CDJ2022GW03083 成都桥路大修段 1 段管内

29 CDJ2022GW03084 重庆工电段 1 段管内

铁道工务设备维护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

土木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道路与铁道

工程、地质工程
研究生

铁道工务设备维护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工

务）

铁道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交通工程、安全

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地质工程、测绘

工程、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

本科生

生产或操作

技能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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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DJ2022GW03085 宜宾工电段 15 段管内

31 CDJ2022GW03086 六盘水工电段 7 段管内

32 CDJ2022GW03087 西昌工电段 16 段管内

33 铁道工务自轮设备运

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

械工程、土木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道

路与铁道工程、地质工程

CDJ2022GW03088 成都工务大型养路机械

运用检修段
研究生 1 段管内

34 CDJ2022GW03089 绵阳工务段 1 段管内

35 CDJ2022GW03090 成都工务段 1 段管内

36 CDJ2022GW03091 遂宁工务段 1 段管内

37 CDJ2022GW03093 重庆工务段 1 段管内

38 CDJ2022GW03094 涪陵工务段 1 段管内

39 CDJ2022GW03095 贵阳工务段 1 段管内

40 CDJ2022GW03096 凯里工务段 1 段管内

41 CDJ2022GW03098 贵阳高铁工务段 1 段管内

42 CDJ2022GW03099 成都工务大型养路机械

运用检修段
15 段管内

43 CDJ2022GW03100 成都工务大修段 1 段管内

44 CDJ2022GW03101 成都桥路大修段 1 段管内

生产或操作

技能岗位

铁道工务设备维护检

修操作技能岗位（工

务）

铁道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交通工程、安全

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地质工程、测绘

工程、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

本科生

铁道工务自轮设备运

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工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微机电系统工程、车辆

工程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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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CDJ2022GW03102 重庆工电段 1 段管内

46 CDJ2022GW03103 宜宾工电段 1 段管内

47 CDJ2022GW03104 六盘水工电段 1 段管内

48 CDJ2022GW03105 西昌工电段 1 段管内

49 铁道电务信号设备维

护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通信与信息系统 CDJ2022XH03106 贵阳电务段 研究生 1 段管内

50 CDJ2022TX03118 成都电务段 1 段管内

51 CDJ2022TX03119 达州电务段 1 段管内

52 CDJ2022TX03121 贵阳电务段 2 段管内

53 CDJ2022TX03122 成都电务维修段 1 段管内

54 CDJ2022TX03123 重庆工电段 2 段管内

55 CDJ2022TX03124 宜宾工电段 1 段管内

56 CDJ2022TX03125 六盘水工电段 2 段管内

57 CDJ2022TX03126 西昌工电段 3 段管内

58 CDJ2022SC03127 成都铁路工程总承包有

限责任公司
1 公司管内

59 CDJ2022SC03128 成都建筑段 2 段管内

生产或操作

技能岗位

铁道工务自轮设备运

用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工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微机电系统工程、车辆

工程

本科生

铁道电务通信设备维

护检修操作技能岗位

（通信）

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和电气工程、电波传播与天线、电磁

场与无线技术、电信工程及管理

本科生

生产经营岗位（工

务）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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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CDJ2022SC03129 重庆建筑段 2 段管内

61 CDJ2022SC03130 贵阳建筑段 1 段管内

62 CDJ2022SC03131 成都成铁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 公司管内

63 CDJ2022SC03132 成都成铁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1 公司管内

64 CDJ2022SC03133 成都铁路工程总承包有

限责任公司
1 公司管内

65 机械工程 CDJ2022SC03134 成都中铁西南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1 公司管内

6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CDJ2022SC03135 成都西南铁路物资有限

公司
15 公司管内

67 测绘工程 CDJ2022SC03136 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4 公司管内

68 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CDJ2022SC03137 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4 公司管内

6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工业

工程
CDJ2022SC03138 成铁德阳轨道有限责任

公司
1 公司管内

7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CDJ2022SC03140 成都铁路地产置业有限

公司
1 公司管内

71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CDJ2022SC03141 成铁德阳轨道有限责任

公司
1 公司管内

72 交通运输 CDJ2022SC03143 成都中铁西南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1 公司管内

73 CDJ2022SC03146 成都中铁西南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5 公司管内

74 CDJ2022SC03147 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 3 公司管内

生产或操作

技能岗位

生产经营岗位（工

务）

土木工程

本科生

铁道工程

生产经营岗位（运

输）
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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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生产经营岗位（运

输）
物流管理 CDJ2022SC03148 成都铁路川之味旅服有

限责任公司
本科生 2 公司管内

76 铁路货运组织操作技

能岗位
物流工程 CDJ2022HY03150 兴隆场车站 研究生 1 站管内

77 CDJ2022HY03151 成都北车站 1 站管内

78 CDJ2022HY03152 兴隆场车站 1 站管内

79 交通运输 CDJ2022HY03153 贵阳南车站 2 站管内

生产或操作

技能岗位

铁路货运组织操作技

能岗位（运输）

物流管理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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