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集团2022年实习实践活动岗位列表

岗位编号 二级单位 三级单位 实习实践地点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学历层次 专业要求

110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江苏南通、盐城
运检工程师
（电气、新能源）

4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自动化类，电气工程类

110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湖南长沙 运检工程师 4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电气类，能源动力类

110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广西南宁 运检工程师 4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自动化类，能源动力类

110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资源评估工程师（气象
学）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大气科学类

110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结构设计师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土木工程类，力学类

110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建筑设计师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建筑学类

110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水保设计师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110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资源评估工程师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自动化类

1109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专业工程师（电气）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自动化类，电气工程类，电气类

111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专业工程师（计算机）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

111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专业工程师（环境保护）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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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专业工程师（电力电子）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工程类，电气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111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专业工程师（电气与控
制）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电气工程类

111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陕西西安 专业工程师（机械）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机械工程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类

1201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博士研究生
炭素加工技术；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煤炭深加
工与利用；材料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1202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炭素加工技术；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煤炭深加
工与利用；材料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1203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炭素加工技术；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煤炭深加
工与利用；材料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1204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应用化学，分析化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煤化分
析与检验

1205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油气储运技术；石油工程技术；环境科学与工
程；水质科学与技术；化工安全技术

1206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油气储运技术；石油工程技术；环境科学与工
程；水质科学与技术；化工安全技术

1207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动
力机械及工程

1208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4 大学本科及以上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动
力机械及工程

1209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工艺；煤炭深加工与利用；煤化工技
术；石油化工技术；石油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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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工艺；煤炭深加工与利用；煤化工技
术；石油化工技术；石油工程技术

1211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应用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煤化
分析与检验

1212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应用化工技术；高分子合成技术；材料物理与化
学；材料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煤化工技术

1213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7 大学本科及以上
应用化工技术；高分子合成技术；材料物理与化
学；材料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煤化工技术

1214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应用化工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
程，煤化工技术

1215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7 大学本科及以上
应用化工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
程，煤化工技术

1216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水质科学与技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环境科
学与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1217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
司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实践岗 7 大学本科及以上
水质科学与技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环境科
学与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1301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柳塔煤矿 陕西榆林 实践岗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矿业类、机械类、电气类

1302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柳塔煤矿 陕西榆林 实践岗 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矿业类、机械类、电气类

1303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柳塔煤矿 陕西榆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

1304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柳塔煤矿 陕西榆林 实践岗 7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地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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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补连塔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地质学类

1306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补连塔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矿业类、机械类、电气类

1307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补连塔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资源勘查类、测绘地理信息类、煤炭类

1308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补连塔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矿业类、机械类、电气类

1309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柳塔煤矿 陕西榆林 实践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1310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大柳塔煤矿 陕西榆林 实践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商管理类

1311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补连塔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1312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补连塔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商管理类

140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羊场湾煤矿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矿业类、矿业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140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羊场湾煤矿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10 大学本科及以上 煤炭类、资源勘查类、测绘地理信息类

140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梅花井煤矿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矿业类、矿业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140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梅花井煤矿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10 大学本科及以上 煤炭类、资源勘查类、测绘地理信息类

第 4 页，共 10 页



岗位编号 二级单位 三级单位 实习实践地点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学历层次 专业要求

1405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公司煤制油分
公司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15 大学本科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技术类、化工与制药类、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类

1406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公司煤制油分
公司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机械工程类、自动化类

1407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公司煤制油分
公司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电气工程类

1408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能宁夏煤业公司煤制油分
公司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仪器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

1501
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国能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
总厂

四川汉源县乌斯河镇 实践岗 5 博士研究生 电气类、能源动力类、自动化类

1502
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国能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
总厂

四川汉源县乌斯河镇 实践岗 1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技术、光伏工程技术

1503
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国能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
总厂

四川汉源县乌斯河镇 实践岗 10 大学本科及以上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01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岱沟露天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矿业类（采矿工程）

1602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乌素露天煤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地质类

1603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维修中心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自动化类、材料类（焊接技
术与工程）

1604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维修中心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机械工程类

1605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选煤厂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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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矸石发电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力技术类、热能与发电工程类、能源动力类

1607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矸石发电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法学类

1608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炸药厂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兵器类（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1609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信息中心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类、电子信息类

1610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应急保障中心 内蒙古鄂尔多斯 实践岗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
学类

1701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类、电气工程类

1702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力技术类

1703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1704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热能与发电工程类

170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技术类

1706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工与制药类

1707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能源动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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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济南 实践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类（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

1801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机务运用） 10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机械工程类

1802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智能驾驶）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

1803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机车检修）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电气工程类、自动化类

1804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智能维护） 4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

1805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运输组织）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交通运输类、交通运输工程类

1806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安全环保）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1807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机辆分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新能源）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能源动力类

1901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7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工程类、电气类

1902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7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1903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自动化类

1904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化学工程与技术类、化学类、化工与制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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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类、能源动力类

1906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类

1907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大气科学类

1908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实践岗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水利类、土木类

2001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企业战略研究部 北京昌平
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实习人
员

1 博士研究生 经济学类、理论经济学类、应用经济学类

2002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企业战略研究部 北京昌平 新能源领域研究实习人员 1 博士研究生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2003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能源经济研究部 北京昌平
能源经济领域研究实习人
员

2 博士研究生 能源经济、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2004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宏观政策研究部（项目后评
价部）

北京昌平 宏观政策研究实习人员 2 博士研究生 经济学类、经济与贸易类、应用经济学类

2005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能源市场分析研究部 北京昌平
能源市场领域研究实习人
员

2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经济学类、电气工程类

2006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煤炭和运输产业评价部 北京昌平 煤炭项目评价实习人员 1 博士研究生 矿业类-采矿工程

2007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煤炭和运输产业评价部 北京昌平 运输项目评价实习人员 1 博士研究生 铁道运输类-铁道运输类其他专业

2008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电力产业评价部 北京昌平 电力项目评价实习人员 1 博士研究生 电厂热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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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电力产业评价部 北京昌平 电力项目评价实习人员 1 博士研究生 电气系统及自动化、电厂热能动力

2010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新能源产业评价部 北京昌平 新能源项目评价实习人员 2 博士研究生
工学大类：能源动力类、电气类、水利类；专
业：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水利水电工程

2011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

工程造价评审部 北京昌平 工程造价管理实习人员 2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

2101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自动化类

2102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

2103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力技术类、电气类

2104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2105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10 大学本科及以上 热能与发电工程类

2106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数学类,统计学类

2107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程管理类、工程造价类

2201
国家能源集团浙江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
公司

浙江宁波 实践岗 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工程类、热能与发电工程类、自动化类

2202
国家能源集团浙江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
公司

浙江宁波 实践岗 15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类、热能与发电工程类、自动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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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
国家能源集团浙江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浙江宁海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实践岗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电气工程类、热能与发电工程类、自动化类

2204
国家能源集团浙江电力有限
公司

国能浙江宁海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实践岗 8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类、热能与发电工程类、自动化类

2301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管理中心 河北沧州 实践岗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力技术类、电气工程类

2302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信息中心 河北沧州 实践岗 5 大学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

2303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管理中心 河北沧州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土木类、土木工程类

2304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指挥中心 河北沧州 实践岗 4 大学本科及以上 交通运输类、水上运输类

2305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保障中心 河北沧州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水利类

2306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一部 河北沧州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机械工程类

2307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二部 河北沧州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电气工程类、电子信息类

2308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三部 河北沧州 实践岗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交通运输工程类

2309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上航疏浚有限公司 河北沧州 实践岗 2 大学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水利工程类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上运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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