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昆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招聘简介

关于我们

云南昆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因成立之初坐落

于西山区昆州路而得名。公司长期聚焦于“一流综合性项目管理平台”

建设，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合法规范、健康高效”的一流综合性项

目资源整合平台。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由四个相关的细分业务构成：昆州投标咨询事

业部、捷饰宗匠公装事业部、路府宗匠土建事业部、科州建筑劳务事业

部。

平台优势

（一）昆州建设集团的综合定位为“一流综合性项目管理平台”，

是一个“合法、规范、健康、高效”的经营实体；

（二）具有施工资质完备（含设计资质）、业务体系健全、管理科

学完善以及持证人员团队齐全等基础性优势；

（三）经过多年打造提升，公司拥有七项核心能力：整体运营管理

能力、企业资质管理能力、项目信息整合能力、技术管理能力、员工职

业规划提升管理能力、一定的资金整合能力以及全员思想政治引领教育

能力。



公司资质

公司环境



员工风采

 全勤奖励

 通讯补贴

 交通补贴

 年终奖

 周末双休

 自助午餐

 下午茶歇

 专业培训

员工福利

 五险一金

 节日礼金

 员工体检

 带薪年假

 工龄工资

 员工旅游

 宣传奖励

 生日福利

招聘岗位

公装拓展部总经理 10人

公装合作拓展总经理 10人

直管部合伙人 10人

投标咨询拓展总经理 10人

合作咨询经理 30人

公装工程部合伙人 10人



公装拓展部总经理

【部门介绍】

一、什么是拓展部

拓展部是公司捷饰宗匠公装事业部为善于进行项目拓展的优秀

项目销售类员工成立的专司项目拓展的机构。

二、拓展部的优势

1. 拓展部独立核算，实行公司兜底、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2. 提成标准高，公司体系支撑性强；

3. 专业广泛，以公装（内外装）为主，兼顾弱电、石化、市政、公

路、绿化等土建施工项目皆可承接。

【任职基本要求】

1. 身心健康、征信良好；

2. 为人正派、价值观积极向上，心态平和；

3. 专科以上学历，有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优先、党员优先；

公装合作工程部合伙人 10人

劳务拓展经理 10人

劳务客服实习生 1 人

招投标商务经理 1 人

品宣专员 1 人

总经理助理（法务方向） 1人



4. 有一定项目资源：政府公建类、大型房地产类、高端酒店类、金

融机构、学校、医院、加油站等建筑装饰内装、外装；

5. 过往履历中，有过成功拓展：公装建筑装饰、幕墙、建材、机电

设备、市政、水利、公路、环保等项目市场开拓经验；

6. 高度认可公司的“诚实、担当、优质、高效”的核心价值观，能

够主动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7. 有流利的表达能力、亲和的言谈举止；

8. 有敬畏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岗位职责】

1. 负责市场布局与拓展工作，带领拓展部完成产值目标；

2. 帮助公司与目标客户业主甲方、设计院、总包商等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

公装合作拓展总经理

【岗位介绍】

一、什么是公装合作拓展总经理

合作拓展总经理是公司为善于进行公装项目拓展的优秀项目销

售类人才设立的项目拓展兼职合作模式岗位。

【合作基本要求】

1. 身心健康、征信良好；

2. 为人正派、价值观积极向上，心态平和；

3. 专科以上学历，有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优先、党员优先；



4. 有一定项目资源：政府公建类、大型房地产类、高端酒店类、金

融机构、学校、医院、加油站等建筑装饰内装、外装；

5. 过往履历中，有过成功拓展：公装建筑装饰、幕墙、建材、机电

设备、市政、水利、公路、环保等项目市场开拓经验；

6. 高度认可公司的“诚实、担当、优质、高效”的核心价值观，能

够主动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7. 有流利的表达能力、亲和的言谈举止；

8. 有敬畏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合作职责】

1. 负责市场布局与拓展工作，带领拓展部完成产值目标；

2. 帮助公司与目标客户业主甲方、设计院、总包商等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

3. 公司能够为合伙人拓宽行业领域，为合伙人的事业开疆扩土，为

合伙人的职业上升插上强健的翅膀。

直管部合伙人

【岗位介绍】

一、什么是直管部

直管部是公司为自己组织完成施工项目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合伙

人设立的机构，直管部在公司内部是一个独立的经营核算主体。

二、招募直管部合伙人范围：云南省各州（市）、县

三、直管部合伙人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



1. 有实力：基本征信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有与拟建项目相匹

配的运营资金（10%）；

2. 有思想：价值观与公司高度一致，有敬畏心，高度认可公司的专

款专用工程款管理制度；

3. 有能力：过往干过类似的项目，且为优质项目，有管理好项目的

能力；

4. 有结果：及时付清项目债务，合法、规范、健康、高效完成项目

的平稳运行。

四、直管部可以得到公司的七大扶持内容

（一）团队建设扶持；

（二）平台资源共享；

（三）项目资源扶持；

（四）项目区域保护；

（五）资金授信扶持；

（六）累计贡献年度返利扶持；

（七）其它临时性扶持。

投标咨询拓展总经理

【任职基本要求】

1. 建筑公司合作项目合伙人衔接工作 1 年以上或建筑公司投标营销

工作 1 年以上;

2. 逻辑清晰，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3. 工作积极、高效、诚恳、创新、有责任心；

4. 形象气质佳。

【岗位职责】

1．负责昆州集团的报名、开标工作；

2．负责对外拓展施组预算业务、客户的开发工作；

3．负责资质咨询业务办理；

4．负责业务进行中与合作伙伴进行衔接；

5．根据客户要求，负责安排好咨询成果的时间节点；

6．熟练掌握各类评标办法，能给客户提供相应投标方案；

7．负责完成标前”双选“流程；

8．负责咨询费的收款工作；

9．总经理交办的其它工作。

合作咨询经理

【任职基本要求】

1．个人或公司征信良好；

2．能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工程人员，能开发很多优质客户的资源；

3．认可公司管理、合作制度。

【岗位职责】

1．负责有政府公开招投标施工项目的客户开发及营销；

2．负责客户的服务对接工作。



公装工程部合伙人/合作工程部合伙人

【任职基本要求】

1. 有实力：基本征信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有与拟建项目相匹

配的运营资金（10%）；

2. 有思想：价值观与公司高度一致，有敬畏心，认可专款专用制度；

3. 有能力：过往干过类似的项目，且为优质项目，有管理好项目的

能力；

4. 有结果：及时付清项目债务，合法、规范、健康、高效完成项目

的平稳运行。

【岗位职责】

1. 能全面把控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及成本管理；

2. 统筹部门成员调配及施工班组评定、筛选工作、合理安排确保项

目有序开展；

3. 合法、规范、健康、高效的实现精品工程的交付。

劳务拓展经理

【任职基本要求】

1. 个人或公司征信良好；

2. 有建筑业劳务业务拓展经验;

3. 能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工程班组长、工程人员，有较多优质客户的

资源；



4. 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有一定的服务意识，工作细致认真，责任

心强，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岗位职责】

1. 积极主动拜访或者电话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需求，负责公司劳务

业务的市场开拓;

2. 管理维护客户关系以及与客户的长期战略合作计划。

劳务客服实习生

【实习任职基本要求】

1.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2. 有较强的理解、沟通表达能力；

3. 有亲和力，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

4. 爱学习，积极向上，有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细心认真，对

于重复性工作有较强的耐心；

5. 积极协助配合客服主管的工作，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岗位职责】

1. 负责项目部劳务工人的信息录入、工资发放及档案管理；

2. 学习并熟悉劳务事业部业务处理流程；

3. 负责劳务事业部项目财务对接。



招投标商务经理

【任职基本要求】

1. 善于市场开拓、外联商务对接及客户关系维护；

2. 有 2年以上招标代理公司从业经验；

3. 熟悉招投标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4. 在招投标圈子有一定人脉关系；

5. 性格外向，善于沟通表达，形象气质佳；

6. 有敬畏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党员优先；

7. 持注册类职业资格、职称优先。

【岗位职责】

1. 负责公司招投标的外联及维护工作。

品宣专员

【任职基本要求】

1. 新闻学、广告传播学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

2. 1 年以上企业宣传工作经验，建筑行业优先；

3. 热爱本职工作，工作干练、高效、积极主动，做事有成果；有创

新宣传思路；有强烈的责任感；

4. 热情开朗、积极向上；善于沟通、乐于奉献、有团队精神；忠实

诚信，有敬畏心；形象气质佳；

5. 有企划宣传、公文写作、企业管理相关培训优先；



6. 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会拍照、摄影、熟练使用器材；熟练使用图

片处理软件 PS，AI,视频剪辑软件 PR。

【岗位职责】

1. 节令海报的设计制作；

2. 会议、员工活动的拍摄、图片直播宣传；

3. 公司相关活动简讯、新闻的撰写、编辑、整理、发布；

4. 公司相关宣传视频的创作、拍摄、剪辑，发布；

5. 协同机要专员做好本部门的其他工作。

总经理助理（法务方向）

【岗位职责】

1. 参与公司各类合同讨论及谈判工作；

2. 审查公司各业务部门签订的各类对外合同、法律文书、函件等；

3. 协助处理公司各纠纷、诉讼等事务性工作；

4. 协助总经理处理日常项目管理工作；

5. 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本科，法学相关专业，3年及以上相关法务岗位工作经验，

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A 证优先；

2. 熟悉公司法、合同法、经济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 有敬畏心、诚实、正直、善于沟通表达，法律思维严谨、逻辑性

强，对外交涉时态度坚决；

4. 有 C1 驾照，能独立驾车，适应出差。

公司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鼎易天城 9幢 A区 704 室

公司官网：http://www.kzcorp.com.cn/

联系我们

人力资源部 杨女士：18314530842/13354987003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