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聘  计  划  表

序号 类别 岗位编号
招聘岗位（工

种）

拟招聘

人数
学历 专业要求 年龄 工作地点 其他要求 用人单位 类别

1

工程类

0101 工程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应届毕业生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2 0102 工程管理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

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应届毕业生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3 0103 工程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应届毕业生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4 0104 工程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

业
35周岁及以下 乍浦镇

1.熟悉国家造价相关政策、招标投标法、合同法，有一定的管理、

协调组织能力，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会熟练使用Office及办公软件

2.工作严谨，善于沟通，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学习能力

3.具有工程造价管理经验或工程造价类资格等级证书者优先

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6 0105 工程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土木工程、建设工程、工程管理等相关

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能适应户外工作

2.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7 0106
工程预决算

（合同管理）
2

全日制大专

及以上
工程造价、工程预算管理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有注册造价工程师证者优先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8 0107
给排水

工程设计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给排水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要求应届毕业生，专业成绩优秀

2.能熟练使用各种工程设计软件
嘉兴市嘉源建设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9

监测类

0201 环保监理 2 本科及以上 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熟悉水、气污染源监测在线管理业务，具有环保监理工作经验者

优先

2.从事5年以上环保监理相关工作者，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10 0202
水质及生态环

境监测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水质科学与技术、环境生态工程、环境

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11 0203
自动监测站

运维
1 大专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环境科学与工程等

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具备C1驾驶执照及环境监测行业运维上岗证，有3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12 0204 食品检测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安全与检测、环

境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

、工业分析、高分子化学等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余新镇 有在CMA或CNAS化学或生物实验室从事过食品检测工作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13 0205
水质管理与检

测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环境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化学生物

学、工业分析、高分子化学等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有在CMA或CNAS化学或生物实验室从事过水、土壤检测工作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14

综合类

0301 主办会计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会计学、财务管理、税务等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具备会计师及以上职称，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紧缺型人才

招聘

15 0302 财务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会计学、财务管理、税务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熟悉财务会计和相关税务法律规范

2.要求具备会计师及以上职称

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紧缺型人才

招聘

16 0303 综合管理员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土木工程、建设工程、建筑经济管理、

工程造价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熟悉项目招标管理和工程造价管理，具有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者优先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17 0304 综合管理员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法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

文学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有较强的组织沟通、团队协作和文档撰写能力，熟悉行政管理工

作，有党建或综合业务工作经验

2.要求中共党员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18 0305 档案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档案学等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熟悉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熟练掌握档案资料的整理、保管

方法，具有一定的收发文的管理工作经验

2.具有档案管理工作经验，档案管理中级（馆员）职称优先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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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综合类

0306 业务员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市场营销、环境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乍浦镇 有相应市场营销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20 0307 文秘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秘书学、网络与

新媒体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熟练掌握常用办公软件，熟

悉新媒体技术者优先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嘉兴市嘉源饮用水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21 0308 企管安全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安全工程、标准化工程、应急技术与管

理、管理科学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沟通、协调、组织、应变和理解能力，有安

全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嘉兴市嘉源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23

生产运行类

0401 运行管理 3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环境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应届毕业生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24 0402 运行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要求应届毕业生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25 0403 运行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

控制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余新镇 拥有较强的责任心，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饮用水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26 0404 运行管理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

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27 0405 运行调度员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工作责任心强，能适应倒班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28 0406 自控运行 2 本科及以上
自动化、给水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工作责任心强，能适应倒班，有自控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29 0407
水利工程

运行与管理
9

全日制大专

及以上

水利机电设备运行与管理、水利水电工

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水利方向）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30 0408
水利工程

运行与管理
6

全日制大专

及以上

给排水工程技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

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31 0409 巡线管理员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测绘工

程、地理信息科学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32 0410 巡维管理员 7 大专及以上

自动化、给水排水工程、电机电器智能

化、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一体化

技术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各乡镇
肯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能适应长时间外勤抄表收费、巡维工

作，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33 0411 化验员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业、生

物工程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乍浦镇 具有一定的office等办公软件能力，有化验从业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34 0412
焚烧生产线

操作工
2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环境保护、环境科学与工程

等相关专业优先
40周岁及以下 乍浦镇 具有一定的office等办公软件能力，有危废从业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35 0413 泵站操作工 6 本科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工程造价等

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具有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优先

2.能适应倒班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36 0414 仪表工 4 本科及以上
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37 0415 机修工 4 本科及以上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具有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焊接作业证、起重机作业证者优先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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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生产运行类 0416
电气（机电）

维修
4 大专及以上

电机电器智能化、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

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具备电力相关工作经验，有高压、低压电工作业证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39

网络信息类

0501
系统运维

主管
1 本科及以上

信息技术应用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40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具备ERP应用领域业务知识及财务、供应链管理知识和经验

2.熟悉用友NC65-ERP系统建设运维工作经验、具备Oracle数据库者

或.NET开发能力者优先

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招聘

40 0502 网络管理员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网络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信息安

全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1.具有较强的组织沟通、团队协作和文档撰写能力

2.精通网络安全与攻防以及设备的搭建、配置和监控维护管理，熟

悉VMware、VSan等服务器管理平台

3.有网络、服务器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和信息安全与保密相关

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嘉源饮用水有限公司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41

机电设备类

0601 机电自控管理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乍浦镇 具备机电自控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招聘

42 0602 设备管理员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等相关专业

35周岁及以下 市本级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普通招聘

注：35周岁及以下年龄1986年7月1日（含）以后出生，40周岁及以下年龄1981年7月1日（含）以后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