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巴中市企业单位2022年实习实训大学生需求信息表

序号 主管部门 用人单位 单位简介
需求
岗位

专业要求
需求
人数

实习时间

学历（对应打√）

联系人 电子邮箱 备注

博士 硕士 本科

市本级

Q22001

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

市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
司

巴中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是经巴中市管国有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除文旅产业以
外的全市所有一、二、三产
业投资、建设和运营，业务
范围涵盖全市工业、农业、
科技、现代服务业、信息化
产业项目及产业园区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

专业
技术

研究生：理论经济学类、应
用金融学类                                           
大学本科：经济学类、金融
学类、经济与贸易类

1 2个月 √ √ √
张小英          

0827-5595266      
18123416600

568561174
@qq.com

实习时
间为

2022年      
7-8月

Q22002
专业
技术

研究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类                                                 
大学本科：计算机类

3 2个月 √ √ √
杨露            

0827-3880355     
15208417815

yanglu@sc
gcsc.com

实习时
间为

2022年      
7-8月

Q22003
市文化旅游
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是市属国有独资企业，致
力于现代文旅全产业链布
局，旗下子公司经营范围涵
盖景区建设运营、酒店餐饮
管理服务、生态康养项目建
设、文化体育传播等多个业
务板块。

专业
技术

研究生：工程管理                          
大学本科：工程造价、工程
审计、工程管理

1 2个月    
以上

√ √ √
唐艺宁

0827-2345609
18782002965

bzwlhr@16
3.com

实习时
间为

2022年      
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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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区

Q22101

巴州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

四川老廖家
风味食品有
限公司

四川老廖家风味食品有限公
司，2008年成立于——四川
巴中。公司投资6000余万
元，占地60余亩，按照欧美
标准兴建了三条老廖家食品
生产线。公司通过了国际
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专
注于秦巴千年名牛—秦川黄
牛肉及禽类产品的研发、生
产、仓储、销售和服务于一
体的现代化农牧加工企业。

专业  
技术

研究生：食品科学与工程
大学本科：食品科学与工程

2 6-8个月 √ √ √

杨林
17738516855

192428111
6@qq.com

Q22102 专业  
技术

研究生：工商管理类 
大学本科：工商管理

2 6-8个月 √ √ √

Q22103 专业  
技术

研究生：食品质量与安全管
理、食品质量与安全
大学本科：食品质量与安全

4 6-8个月 √ √ √

Q22104 巴中江杰建
材有限公司

巴中江杰建材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公
司成立于2011年，累计获得
国家授权专利26项、发明专
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2项
。公司主要生产产品有：高
性能纳米植物胶粉、内外墙
涂料等墙体新型材料获得了
广大的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在涂料业树立起了良好的口
碑。

专业  
技术

研究生：工商管理类
大学本科：市场营销

5 3个月 √ √ √ 杨巧
18382706921

286931633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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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105

巴州区国资
局

巴中秦岭药
业有限公司

巴中秦岭药业有限公司系巴
州区国有独资企业，于2017
年8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3
亿元人民币。现有正式员工
25人，内设财务风控部、投
融资管理部、加工厂筹备组
、市场贸易部、基地建设部
、党群工作部、行政综合部
。公司立足区委区政府提出
的“道地药乡·康养巴州”
战略定位，始终把道地药材
产业作为公司的支柱产业，
主要从事中药材育种育苗、
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
业务，是市区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四川省扶贫重
点龙头企业。

专业  
技术

研究生：公共管理类
大学本科：公共管理类、行
政管理

1 3个月 √ √ √

王思琦        
0827-5678696  
18202830609

182028306
09@163.co

m

Q22106
专业  
技术

研究生：工商管理类
大学本科：金融学、会计学

3 3个月 √ √ √

Q22107 专业  
技术

研究生：电子商务
大学本科：电子商务

1 3个月 √ √ √

Q22108
专业  
技术

研究生：机械工程类
大学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1 3个月 √ √ √

Q22109
专业  
技术

研究生：农业工程类、农林
经济管理类
大学本科：动物生产类、农
业经济管理、农药化肥、农
学

2 3个月 √ √ √

南江县

Q22301

南江县国有
资产管理局

四川南江公
用事业建设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四川南江公用事业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
8月，注册资本10亿元，公
司性质为县属国有独资。下
设南江县供排水有限责任公
司、南江县乡镇供水有限公
司、南江县水务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南江县雾源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4家全资子
公司，主要从事公用事业项
目规划设计、投资、建设与
运营维护；供排水；燃气经
营与维护；污水处理与污泥
处置；水土保持；环境保
护；河道疏浚（清淤）整
治；临河、临库生态修复工
程建设等。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类、金
融学类

1 6-8个月 √
刘林                                    

0827-8227778           
1981660033

274590127
@qq.com

Q22302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化学类 1 6-8个月 √
刘林                                    

0827-8227778           
1981660033

274590127
@qq.com

Q22303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水利类 1 6-8个月 √
刘林                                    

0827-8227778           
1981660033

274590127
@qq.com

Q22304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环境工程 1 6-8个月 √
刘林                                    

0827-8227778           
1981660033

274590127
@qq.com

Q22305 综合
管理

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 1 6-8个月 √
刘林                                    

0827-8227778           
1981660033

274590127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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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306

南江县国有
资产管理局

四川南江农
业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
司

四川南江农业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成
立，属国有独资企业，注册
资本金为10亿元。公司设党
总支、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下设党群工作部、综
合管理部、财务部、法务风
控部、建设管理部、投资发
展部6个职能部门。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会计学、财务管
理

1 6个月 √
秦文                                     

0827-8221916           
13547859782

616747154
@qq.com

Q22307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法学 1 6个月 √
秦文                                     

0827-8221916           
13547859782

616747154
@qq.com

通江县

Q22401
通江县国资
委

通江县瑞元
建材有限公
司

通江县瑞元建材公司成立于
2018年3月，由通江县国资
委、红峰公司、力迅公司共
同出资成立的，集矿山开采
、生产、销售、开发、矿业
工程咨询与技术服务于一体
的生产型县属国有企业，注
册资本金壹亿伍仟万元,现
有职工17人。公司秉承保量
、稳价、增收的经营理念，
综合利用矿产资源，为我县
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经济的
发展做出贡献。

专业
技术

研究生：采矿工程
大学本科：采矿工程

2 6个月 √ √
欧清清                            

0827-7201366     
18228877200

179530572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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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经开区

Q22601

经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巴中建丰新
材料有限公
司

巴中建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是
成都城投集团、成都建丰林
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联合创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
组建的国企控股混合所有制
企业，集刨花板研发、制造
及销售为一体，产品主要运
用于家具、家庭装修等。公
司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巴中市
经开区和绵阳市盐亭县经开
区，盐亭生产基地是目前四
川省唯一一条进口连续生产
线，年产能30万方。巴中工
厂是一家新工厂，目前已经
顺利出板，2022年2月将投
入批量生产，年产能60万
方，为中国最大的单线产能
之一，项目达产后，我司将
成为西南区域最大的人造板
生产企业。现有员工360余
人。公司目前正在进行股
改，预计于2022年完成，争
取在2023年底完成主板上
市，成为巴中首家主板上市
企业。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机电一体化 2
6个月    
以上

√
苟春梅

13330673689
973380549
@qq.com

Q22602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电气自动化 2 6个月    
以上

√ 苟春梅
13330673689

973380549
@qq.com

Q22603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机电一体化、新
能源

2
6个月    
以上

√
苟春梅

13330673689
973380549
@qq.com

Q22604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化学类 2
6个月    
以上

√
苟春梅

13330673689
973380549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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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605
经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四川国药天
江药业有限
公司

四川国药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隶属于国药集团中国中药控
股有限公司，公司位于巴中
市经开区，成立于2016年7
月，注册资金23306.12万元
。是为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
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
》而成立的一家集中药材种
植、加工，中药配方颗粒研
发、生产、销售一体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规划占
地100亩，总投资5亿元，分
两期建设，一期已于2018年
10月正式投产，年提取中药
材50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
粒1500吨。

专业
技术

大学本科：中药学、药学类 2
6个月    
以上

√
苟春梅

13330673689
973380549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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