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运营公司 2019 年第二批社会招聘需求表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1
安全监

察部

安全稽

查室
消防监察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985、211 高校优先），消防工程、

安全工程专业；

3、经历：具有 2 年及以上安全或消防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消防基本设计规范、国家和地方消防安全法律法

规，熟悉消防现场管理工作，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有

良好的文字功底，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具有较好的综

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按要求组织制定、完善消防安全规章制度、专项应

急预案；

2、按要求制定公司消防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按要求组织公司消防安全检查，建立检查台账，监

督检查消防问题整改情况，出具科学、合理的专业消防

建议；

4、按要求牵头组织每年度消防安全评估、检测，监督

检查评估检测问题整改到位；

5、按要求组织消防事件调查分析，编写分析报告；

6、按要求组织公司消防安全培训、宣传、演练，建立

培训、宣传、演练台账。

2
安全监

察部

安全稽

查室
安全分析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985、211 高校优先），理工科专

业；

3、经历：具有 2 年及以上地铁或铁路工作经验；有文字工作经验者

优先；

4、岗位要求：熟悉公文写作，熟悉办公软件的应用，具备较强的文

字功底，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和

担当精神，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按要求完成公司年度、季度、月度工作规划编制；

2、按要求组织开展安全标准化年度自评，编制年度自

评报告，开展安全标准化建设换证考评；

3、按要求检查安全管理、安全例会、绩效考核规章制

度的制定、完善、宣贯与落实；

4、按要求完成公司月度、季度和年度安全总结分析；

5、按要求对照检查内容，结合公司实际，撰写上级检

查汇报材料。

6、按要求协助完成设备故障、安全事件调查分析、编

写分析报告。

安监部合计 2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3 人资部 人劳室 组织管理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985、211 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

交通运输、法律类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2 年及以上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经验；有大型企业人力

资源工作经历优先；

4、岗位要求：熟悉职位管理、编制管理、干部管理等相关工作，能

独立操作相关模块；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

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干部的考察、选拔、任免及调配使用工作；

2、根据编制下发的情况，结合公司业务的发展，制定

编制配置方案，建立职位管理体系、任职资格体系；

3、定期跟岗一线生产岗位夜班，配合开展岗位分析等

工作。

4 人资部 培训室 培训管理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985、211 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类、中文类、

新闻类、法律类、交通运输等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2 年及以上人力资源、企管、党群、宣传等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

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公司培训资源管理体系的建立，包括培训用房、

培训平台、考试题库及培训课程库管理、负责培训讲师

选拔与管理等；

2、负责培养实施管理及督查，专项培训的实施及梯队

人才的培养统筹工作；

3、负责公司员工职业体系标准建立及管理、持证上岗

考试管理、操作技能考评管理、特殊工种取证工作；

4、定期跟岗一线生产岗位夜班，配合开展岗位培训需

求分析等工作。

人力资源部合计 2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5 技术部
设备技

术室

供电工程

师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985、211 高校优先），电气工

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传动、电力工程、电气化铁道等相

关专业；

3、经历：具有 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其中 2年及以上供变电或接触

网技术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变电和接触网设备的运用、维修与管理等工作；

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按要求完成变电和接触网设备的技术管理、质量管

理、故障分析；

2、按要求完成本专业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质量问题分

析，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3、负责本专业相关技术文本（规章、规程、方案及工

作计划等）的编制审核；

4、负责轨道交通其他设备设施的综合管理工作。

6 技术部
设备技

术室

工建工程

师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985、211 高校优先），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铁道工程、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其中 2年及以上工建工程师或

土木工程施工、设计、监理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掌握土建类施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结构力学等专业

知识，熟悉土木工程施工工法、工序；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

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按要求完成地保区施工、监测方案、图纸审核及地

保区检查工作；按要求完成隧道和房建专业的技术管

理、质量管理、故障分析；

2、按要求完成本专业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质量问题分

析，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3、负责本专业相关技术文本（规章、规程、方案及工

作计划等）的编制审核；

4、负责轨道交通其他设备设施的综合管理工作。

技术部合计 2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7 物资部
库存管

理室

仓库

管理员
操作序列 2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经历：具有 2 年及以上物流、库存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物资管理流程，熟悉掌握办公软件操作；工作细

心、责任心强、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

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本线路仓储工班的日常管理、工班建设等工作；

2、负责组织本线路仓库物资的到货接收、验收、入库

及出库等日常管理工作，做到账、卡、物相符；

3、根据仓库的货位安排，整齐规范摆放各类物资；

4、负责堆码、取送物资，对物资的数量、质量负责；

5、做好仓库的防火、防盗窃、防破坏工作，保障库房

安全；

6、管理好在库物资，做好清查盘点工作；

7、按操作方法使用机具，并做好保养维护工作。

物资部合计 2

8 车务部 站务室
站务员

（男）
操作序列 60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经历：不限；

4、岗位要求：沟通能力强，形象佳，具有一定运输知识，能操作日

常办公软件；

5、身体条件：身高不低于 168cm，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

毒、酗酒等不良嗜好，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完成本班的票务、客运等各项工作，保障车站正常

运作；

2、在车站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动汇报本岗位工作情

况；

3、紧急情况下协助应急处理程序。

9 车务部 站务室
站务员

（女）
操作序列 40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经历：不限；

4、岗位要求：沟通能力强，形象佳，具有一定运输知识，能操作日

常办公软件；

5、身体条件：身高不低于 158cm，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

毒、酗酒等不良嗜好，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完成本班的票务、客运等各项工作，保障车站正常

运作；

2、在车站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动汇报本岗位工作情

况；

3、紧急情况下协助应急处理程序。

车务部合计 100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10 通号部
信号车

间

车载信号

工程师
专业序列 1

1、年龄：35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信号、自动化等相关专业；具备

信号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3、经历：具有 3 年及以上信号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车载信号系统设备维修与管理等工作，协调处理

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车载信号专业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及技术资料

的管理工作；

2、负责车载信号系统的设备管理、物料管理、培训管

理等工作；负责车载信号系统设备运行中出现的技术难

题，为工班提供现场技术支持；

3、在新线建设阶段，参与设备招投标文件审查、设计

联络、调试及设备验收接管等。

11 通号部
自动化

车间

ISCS 工程

师
专业序列 2

1、年龄：35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具

备自动化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3、经历：具有 3 年及以上自动化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综合监控系统设备维修与管理等工作，协调处理

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综合监控专业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及技术资料

的管理工作；

2、负责综合监控系统的设备管理、物料管理、培训管

理等工作；负责综合监控系统设备运行中出现的技术难

题，为工班提供现场技术支持；

3、在新线建设阶段，参与设备招投标文件审查、设计

联络、调试及设备验收接管等。

12 通号部
通信车

间

安防工程

师
专业序列 1

1、年龄：35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通信等相关专业；具备通信相关

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3、经历：具有 3 年及以上安防通信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安防通信系统设备维修与管理等工作，协调处理

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安防通信专业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及技术资料

的管理工作；

2、负责安防通信系统的设备管理、物料管理、培训管

理等工作；负责安防通信系统设备运行中出现的技术难

题，为工班提供现场技术支持；

3、在新线建设阶段，参与设备招投标文件审查、设计

联络、调试及设备验收接管等。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13 通号部
信号车

间
信号检修 操作序列 50

1、年龄：30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信号、自动化、通信等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1 年及以上信号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信号技术；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

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要求：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根据地铁运营需要，负责所管信号系统设备日常维

护保养、故障处理、故障抢修等工作；

2、为运营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设备，确保运营安

全。

14 通号部

通信/自

动化车

间

通信/自

动化检修
操作序列 40

1、年龄：30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通信、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

业；

3、经历：具有 1 年及以上通信或自动化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通信、自动化、计算机及信息网络技术；协调处

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要求：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根据地铁运营需要，负责所管自动化系统设备日常

维护保养、故障处理、故障抢修等工作；

2、为运营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设备，确保运营安

全。

15 通号部
自动化

车间

自动化工

班长
操作序列 2

1、年龄：35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通信、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

业；

3、经历：具有 4 年及以上自动化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自动化技术、计算机及信息网络技术，协调处理

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要求：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全面负责自动化工班的安全管理、生产组织、设备

管理、物料管理、培训管理、绩效考核等工作，带领本

班组员工按时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2、贯彻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结合班组实际情况制

定安全工作措施及应急预案；

3、班组培训计划，并组织班组员工认真开展业务学习

和岗位练兵，组织参加救援演练，协助完善救援程序和

应急预案。

通号部合计 96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16 车辆部
检修车

间
车辆检修 操作序列 3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机车车辆、机械制造、电气、自

动化、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1 年及以上地铁、铁路车辆检修工作经验或城轨车辆

制造厂车辆制造、维修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车辆专业知识和车辆检修流程，善于沟通，协调

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5、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掌握车辆检修规程中各系统的作业内容和流程；

2、根据检修计划，完成车辆检修工作任务，及时处理

车辆各种临时故障，确保车辆状态良好；

3、认真执行公司下发的各类文件、通知，并积极参加

业务学习及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技能。

车辆部合计 31

17
综合机

电部

变电车

间
变电检修 操作序列 10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电气化铁道、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供用电技术、小型水电站及电力网、电力

系统自动化技术、电力牵引及传动控制、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

3、经历：具有 1 年及以上变电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变电设备结构原理、作业流程、安全规程，具备

熟练的操作技能；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

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5、身体条件：无恐高症并适应 15-20 米高空环境工作，无吸毒、酗

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对变电设备进行日常巡视、检查、维护、维修

和抢修工作；

2、根据巡视情况，做好巡视记录，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3、熟悉所管辖范围内设备情况，并能根据技术标准、

工作程序完成操作任务和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

4、熟悉掌握变电设备的维护、保养方法和检修工艺，

并能熟练进行分管项目的操作。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18
综合机

电部

机电车

间
机电检修 操作序列 64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

自动化技术、给排水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建筑设备与

环境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制冷与空

调技术、机电一体化、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工业工程；

3、经历：

（1）低压电力方向；（2）屏蔽门方向；（3）电扶梯方向；

（4）通风空调、制冷方向； （5）给排水方向；

满足以上五个专业方向其中之一者，且本专业方向相关工作经验满

1年及以上；具有地铁或铁路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4、岗位要求：熟悉低压电力/屏蔽门/电扶梯/环控/给排水等机电设

备结构原理、作业流程、安全规程，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善于沟

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5、身体条件：无恐高症并适应 15-20 米高空环境工作，无吸毒、酗

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掌握本车间各专业系统设备的组成、原理、设备性

能参数和操作、维护规程；

2、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的设备进行日常巡检、维护，认

真检查系统设备运行情况，如实填写各类表格，发现问

题后及时向班组长汇报，并做好记录；

3、根据检修计划从事管辖内设备维修、保养，保证管

辖范围内设备安全运行。

19
综合机

电部

工建车

间
建筑检修 操作序列 10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桥梁与隧道、建筑工程、城市轨

道工程、工民建、道路桥梁与工程技术、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专业；

3、经历：具有 1年及以上地铁、铁路或相关行业隧道维修、施工或

房建结构、装修装饰设施施工维修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隧道结构施工与维修或房建维修作业原理、作业

流程、安全规程，具备熟练的操作能力；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

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恐高症并适应 15-20 米高空环境工作，无吸毒、酗

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做好房建、桥隧结构及装修装饰设施的巡检及

维修保养工作；熟悉设备设施状态，掌握薄弱处所和关

键部位的设备状况；

2、在生产作业中严格贯彻执行各项规程、规范和作业

标准，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

3、负责按实际情况做好各项巡检、维修作业记录。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20
综合机

电部

综合维

修车间
探伤工 操作序列 15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无损检测二级及以上等级操

作证；

3、经历：具有地铁或铁路 1 年及以上钢轨探伤相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探伤作业原理和作业流程、安全规程，具备熟练

的操作技能，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

质和个人修养；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车间管内钢轨、辙叉和焊缝探伤工作；

2、对管内线路及各种探伤仪器能熟练掌握，熟悉管内

线路钢轨状态，掌握钢轨簿弱地段和重点部位，并加强

检查。

21
综合机

电部

变电车

间

变电工程

师
专业序列 4

1、基本条件：35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985、211 高校优先）,电气工程、

电气化铁道、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供用电技术、小型水

电站及电力网、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力牵引及传动控制、发电

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具有初级及以上本专业技术职称者优先；

3、经历：具有 3 年及以上变电维修、施工管理工作经验，其中有 1

年及以上技术管理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熟悉地铁或铁路变电设备的运用、维修与管理工作，

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要求：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变电系统日常检修工作的技术指导；参与本系

统调试；做好本系统质量分析，完成月度、年度质量分

析报告。

2、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技术文件的编写、修订，以及

车间标准化文本编制、审核。

3、组织建立和整理本专业设备技术管理台账，并及时

进行分析。

综合机电部合计 103



序

号
部门

车间

（室）
岗位名称 岗位序列

招聘

人数
任职条件 工作内容描述 备注

22
线网管

控中心
调度室 行车调度 操作序列 2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经历：具有 5 年及以上地铁（铁路）行车相关工作经验，其中有

1年及以上地铁指导司机（或中级司机）、地铁值班站长或铁路值班

员及以上岗位的工作经验；具有 OCC 行车调度工作经验者优先；

4、岗位要求：熟悉行车组织工作，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

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无纹身；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监督全线客流变化情况，调集人力物力和备用车辆，

疏导突发大客流；

2、组织、处理在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行车故障、突

发事件、事故，及时调整列车运行；

3、根据施工通告、日补充计划、临时计划的安排，组

织施工计划的实施，做好施工计划的登记。

23
线网管

控中心
调度室 电力调度 操作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供电、机电、电气、自动化、

电气化铁道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等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4 年及以上地铁（铁路、发电厂）电力系统相关工作

经验；有 PSCADA、变电检修经验者优先；

4、岗位要求：熟悉供电设备结构原理和安全作业规程，协调处理问

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无纹身；具

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掌握所辖范围内的供电设备安全、监督和部分电力

生产工作情况，收集整理供电系统的运行资料并进行分

析工作；

2、根据施工通告和日补充计划、临时补修计划的要求，

办理接触网、变电所内停送电，组织供电设备的检修和

施工，并做好施工登记；

3、加强供电系统内的事故处理，参加事故分析，及时

采取稳定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措施。

24
线网管

控中心
调度室 环控调度 操作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理工类相关专业；

3、经历：具有 4年及以上地铁自动化设备维护、环控设施检修等相

关工作经验；

4、岗位要求： 熟悉机电设备结构原理，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

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无纹身；具

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定期、定时收集设备运行数据及信息，记录及

跟踪设备故障，掌握所管辖设备的运行情况；

2、掌握火灾、大客流、列车阻塞等紧急情况下的环控

系统的指挥及监控工作；

3、监控全线车站扶梯、照明、给排水设施、空调通风

等设施设备的运行状态，发现故障及时通报相关维修部

门进行维修。

线网管控中心合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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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票务部
清分管

理室

数据库管

理工程师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3、经历：具备 3 年及以上 Oracle、mysql 数据库管理与维护等相关

工作经验（具备本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者可放宽至 2年）；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熟悉脚本编写，有大数据、云计算、软件开发设计工作

经验或地铁相关专业设备厂商同专业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4、岗位要求：熟悉 Oracle、mysql 数据库管理与维护等相关工作，

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

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 ACC、LCC 中心数据库软件管理与维护；

2、负责生产系统数据库的搭建、调试、维护、升级、

管理以及相关数据分析；

3、负责编写辖区生产系统应急处置预案，配合制定具

有可操作性的数据库管理和维护计划并执行；

4、负责生产系统数据库的测试、实施和完善，参与科

研技改、TQC 课题，配合新线路建设；

5、按要求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6 票务部
清分管

理室

软件工程

师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

3、经历：具备 3年及以上计算机软件开发、测试相关工作经验（具

备本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者可放宽至 2年）；有地铁票务同类岗位或

地铁票务专业设备厂商同专业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4、岗位要求：熟悉 Unix 或 Linux 等操作系统；熟悉 Oracle 或 DB2

或 SqlServer 等主流数据库；熟练使用 1种及以上主流开发语言；

了解计算机信息安全原理及标准，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

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按要求牵头组织完成票务系统软件维护规程、应急

预案、测试方案等；

2、按要求牵头组织完成票务设备软件检查及维护工作；

3、按要求牵头组织完成票务系统设备软件问题整改、

技改、研发与新线介入等工作；

4、按要求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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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票务部
清分管

理室

网络工程

师
专业序列 1

1、基本条件：35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软件工程、信息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3、经历：具备 3年及以上互联网、信息系统、云计算服务相关工作

经验（具备本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者可放宽至 2年）；有 APP 设计、

开发、测试经验或地铁相关专业设备厂商同专业岗位工作经验者优

先；

4、岗位要求：熟悉互联网业务相关软件开发及测试工作，善于沟通，

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

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平台服务器、SAN 网络和存储、

虚拟化等基础架构平台的运维；

2、负责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平台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

库系统等基础系统软件安装、配置等；

3、负责 APP 及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平台业务系统的上线

测试、部署、迁移及系统优化、安全巡查等相关工作；

4、参与制定和实施系统自动化运维规范，持续改进运

维流程；

5、按要求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8 票务部 AFC 车间
票务设备

检修
操作序列 27

1、基本条件：30 周岁及以下；

2、资质：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理工科专业；

3、经历：具备 1 年及以上计算机软/硬件维护相关工作经验；有地

铁票务同类岗位或地铁票务专业设备厂商同专业岗位工作经验者优

先；

4、岗位要求：热爱城市轨道交通事业，善于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能

力强，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及较高的专业水平；

5、身体条件：无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无色盲、色弱；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1、负责票务设备日常维修及台账记录，确保票务设备

运行正常；

2、参与制定票务设备维修保养计划并按计划严格执行；

3、参与票务设备系统应急演练与突发事件处理；

4、按要求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票务部合计 30

总计 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