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开化钱江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开化钱江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工作需要，现面向满载

学识的莘莘学子招聘以下岗位人员：

二、办公室行政干事

（一）岗位任职要求：

1.性别，女，年龄 18-30 岁，身高 165CM 及以上，形象气质佳，

身体健康，品貌端正。大专及以上学历，行政管理专业或工商、企业

管理类专业不限。具有行政办公管理和企业管理专业知识，熟悉国家

相关政策法规。

2.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和沟

通能力，责任心强，服务、协作意识和执行力强；工作认真、严谨、

严格、务实，具备一定的承压能力。

3.能够独挡一面开展工作，具备创新工作能力，能适应工作需要

经常外出。

4.快速熟悉行政办公管理各项工作规范和工作流程，熟练掌握、

使用办公应用软件。学习能力强，积极进取。

5.认同卓越企业文化和理念，热心投身卓越事业。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认真履行职责并积极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

（二）岗位职责：管理公司行政性资产；协助公司总经理控制行

政费用；负责公司行政办公业务办理工作；负责公司行政办公系统的

队伍建设、新入职员工的选拔、录用考核；负责公司行政办公的日常

管理工作；负责完成集团公司及上级领导交办政府接待工作和其他临

时性工作任务。

薪资待遇：3500-5000 元/月



二、预算员

（一）岗位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20 至 35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建筑类相关专业，

工程造价专业优先，持预算员或造价员岗位资格证书。

2.熟悉建筑预算定额，沟通能力强，具备一定的商务谈判水平，

良好的成本控制意识

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良好的职业素养，认同卓越企业文

化理念，吃苦耐劳、严谨认真。

（二）岗位职责概述：在公司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我公司

开发项目工程的预、决算及成本控制管理工作，做好工程量的计算，

施工签证的计算、办理、统计工作等。

薪资待遇：、3000--5000元/月；形象气质佳的女孩优先。

上述岗位工作地点：浙江省开化县齐溪镇水湖山庄

报名方式及联系人：

1.有意报名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学历、职称、资格证

书原件和复印件到公司报名或电话联系报名。

2.报名联系电话： 0570--6076016

15872738806 （杨女士）



序

号
部门 招聘岗位

人

数
岗位职责要求

工作

地点
月薪资待遇

1 综合部
总经理或副

总经理
2

在董事长的直接的领导下，负责旅游开发公司

及景区的全面管理工作。要求年龄28—50岁，

大专以上学历，旅游管理或营销策划相关专业。

做事细致、严谨、思想活跃、雷历风行、敢于

担当，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计划能力、强烈的

责任心和良好的服务心态。具有团队建设能力

及创新工作能力。

开化

齐溪

年薪20万以

上

2 综合部

资源与环境

工程师（生物

多样性、环保

监察）

1
生物科学及环境科学类相关专业，

可招收应届毕业生

开化

齐溪
面议

3 综合部
信息系统工

程师
1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应往届不限

开化

齐溪
3500-5000

4
运营招

商部

景区运营总

监
1

年龄30-50岁，大专以上学历，旅游管理、企业

管理、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有国家 AAAA 级以

上景区或旅游行业管理经验者可适当降低相关

标准）。具有较高的旅游市场拓展及开创销售渠

道建设能力，对旅游景区运营有独到的见解和

清晰的思路。

开化

齐溪
12-18万

5 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1

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行政管理或文秘类

相关专业。作风严谨、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计

划能力和执行能力；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全面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工作及日常事物安排；2）

负责公司对内对外的沟通、协调、接待、会议

等日常管理工作；3）负责内外公文、文件、信

函等文字处理工作；4）会议安排及接待行程组

织安排工作和上级领导交办的临时性任务。

开化

齐溪
3500-6000

6
预算合

约部

预算员(造价

员）
2

23至45岁，大专以上学历，工程造价专业，持

预算员岗位资格证书或造价员资格证书。负责

项目工程预、决算及成本控制管理工作，做好

工程量的计算，施工签证的计算、办理、统计

工作等。具备一定的商务谈判水平，良好的成

本控制意识。熟悉建筑预算定额，2年及以上预

算管理工作经验。

开化

齐溪
5500-6500

7
工程管

理部

水电暖通工

程师
1

男性，年龄28-55岁，大专以上学历，机电安装

类相关专业。持有建设工程技术、水电、暖通

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工程师类的职称证书；

有总包单位土建、水电暖通技术管理工作经验，

熟悉行业技术方面相关标准。责任心强，执行

力强，具有成本意识。

开化

齐溪
5500-7000



8
工程管

理部

项目技术负

责人
1

年龄5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

建筑类如：土木工程、工民建或土建、房建等

相关专业；有总包单位技术管理工作经验，能

够独立编制技术方案并提出改进建议。熟悉建

筑行业技术方面相关标准。

开化

齐溪
5500-7000

9
工程管

理部
土建工程师 6

年龄28-55岁，大专以上学历，土木工程或建筑

管理类相关专业，有项目现场管理从业经验，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在项目管理方面能

够独挡一面，有开拓能力和创新精神，执行力

强，吃苦耐劳，能够服从公司安排驻工地工作。

开化

齐溪
5500-6500

10 财务部 会计 1

年龄22-35岁，大专以上学历，财会类相关专业，

工作严谨认真，责任心强，能够服从公司安排

驻景区开展工作。

开化

齐溪
4500-6000

11 财务部 出纳 1

女，财会类相关专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责任心强，工作细致严谨，良好的个人品质、

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能够驻景区内工作。

开化

齐溪
3500-4500

12 财务部 景区售票员 2

女，年龄40岁以下，责任心强，爱岗敬业，工

作细致严谨认真，有相应的统计能力，有电脑

办公软件的基本操作能力，会独立编制报表。

能够长期安心入驻开化钱江源景区内开展工

作。

开化

齐溪
2600-3600

13
景区管

理部
景区检票员 3

性别不限，年龄45岁以下，工作细致、耐心，

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吃苦精神；具备良好的语

言沟通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能够长期安心入

驻开化钱江源景区工作。

开化

齐溪
3000-3500

14 综合部 总经理助理 1

建筑类或企业管理类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语

言沟通及协调能力，文字功底较好，对开化县

政府行政办事机构单位较为熟悉。女，身高

165cm 以上，年龄21—35周岁，大专以上学历，

形象气质佳。应届毕业生即可。

开化 4500-7000

15 营销部 业务经理 2

性别不限，45周岁以下，旅游管理类专业，具

有一定的市场营销工作经验，服务意识强，对

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强，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质

和职业操守，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开化

齐溪

水库

3500-4500

联系人：杨女士 电话：15872738806



湖北卓越集团浙江钱江源水湖枫楼景区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单位：湖北卓越集团开化钱江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钱江源水湖枫楼景区旅游开发项目” 位于浙江省开

化县齐溪镇，处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在千岛湖，黄山，三清山、

婺源黄金旅圈的中心，是“国家东部公园”的重要组成板块，水质常

年达到Ⅱ类水标准，被国家环保部确定为“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景区四季分明、温和宜人、生物种类繁多，素有“中国的亚马

逊雨林”之称，据初步调查，现有木本植物有 720 种，是一个天然的

生物基因库。“瀑飞潭碧江源秀，林茂树古山花漫”，枫楼景区有九

瀑十八潭、潜龙潭、隐龙瀑、螺丝潭、三星潭等景观；水湖景区的齐

溪水库、葫芦瀑布等景观。是集旅游观光、避暑度假、休养健身、科

学考察、修习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项目总规划面积 13.1 平方公里，依托钱江源生态资源，以“原

味江南”为主题，打造融生态旅游、高端度假、山地立体运动、文化

体验、商务会议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项目内容：主要用于景区建设分两期建设和开发，一期项目主要

内容为：建设原味江南度假村，包括度假酒店、游客接待中心、源头

风情木屋、生态特色景观等项目。二期项目主要内容为：建设原味乡

野度假区，包括枫楼田野度假、Zip-1ine 运动基地、高山湿地富氧

运动基地、养生俱乐部、生态露营休闲中心、生态特色景观、道路设

施等项目，5 年内全部完工并投入正常运营。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00.htm


投资概算：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人民币7.5 亿元以上。

合作方式：合资、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均可

效益估算：目前景区已部分运营，2014 年，预计游客达到 53万

人次；项目建成后，2015-2020 年，预计游客达到 100 万人次。实现

年销售收入 5000 万以上。

湖北卓越集团开化钱江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简介

湖北卓越集团开化钱江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开发旅游

景区为主营业务的投资管理单位，成立于 2014 年 5 月，注册资本五

千万元。

公司开发的“钱江源景区” 位于浙江省开化县齐溪镇，处于浙，

皖，赣三省交界处，在千岛湖，黄山，三清山、婺源黄金旅圈的中心，

是“国家东部公园”的重要组成板块，水质常年达到Ⅱ类水标准，被

国家环保部确定为“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景区四季分明、温

和宜人、生物种类繁多，素有“中国的亚马逊雨林”之称，据初步调

查，现有木本植物有 720 种，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基因库。“瀑飞潭碧

江源秀，林茂树古山花漫”，枫楼景区有九瀑十八潭、潜龙潭、隐龙

瀑、螺丝潭、三星潭等景观；水湖景区的齐溪水库、葫芦瀑布等景观。

是集旅游观光、避暑度假、休养健身、科学考察、修习教育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公司将依托钱江源生态资源，以“原味江南”为主题，打造融生

态旅游、高端度假、山地立体运动、文化体验、商务会议于一体的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00.htm


家 4A 级旅游景区。项目开发建成后，对做大、做强、国家公园生态

旅游和做活、做亮钱江探源、森林旅游和生态度假三大品牌，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将严格秉承卓越集团“以保护定开发的”经营理念,认真履

行职责，公司全体员工甘当景区“守护员和监督管理员”，致力于做

好钱江源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

公司办公地址：开化县齐溪镇水湖山庄

联系电话：0570-6076018 6076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