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招聘公告

一、公司简介：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是世界 500 强排名 386 位、国

务院国资委监管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直属单位。公司主营业务为“电

力生产、销售；电力技术、管理咨询；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及其他高新技术开发等”。公司注

册资本40.5 亿元，管理口径资产总额 772 亿元，发电总装机容量上千万千瓦，涵盖水电、火电、

风电和光伏发电，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76%。此外，公司在云南省金沙江中游、怒江以及省内地

州等还有近3000 万千瓦的优质水电和风电光伏清洁能源的储备。

多年来，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能源战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

念，乘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东风，主动融入云南省打好“绿色能源牌”战略。

根据云南特点优化布局，打造了金沙江中游千万千瓦级水电基地，形成了以水电为主、火电及新能



源多元发展的格局，把美丽资源变为了美丽经济。

二、2021 年应届毕业生招聘计划

公司计划2021年度招聘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通信工程、测

绘工程、化学、火电厂热能动力装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火电厂集控运行、水文与水资源、机电

一体化、财务管理、测控技术与仪器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若干名，详见下表：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联系方式 拟招聘专业 学历要求

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梨园发电分

公司

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梨园发电分公司,按

照华电云南公司授权，全面负责梨园水电站的生产和运行管理。

梨园水电站位于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左岸）与丽江市

玉龙县（右岸）交界的金沙江中游河段，是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

规划的第三个梯级，上游与两家人水电站相衔接，下游为阿海水

电站。电站距丽江市、昆明市公路里程分别为 180km、737km。

梨园水电站属一等大（I）型工程，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

并具有库区航运和旅游等综合效益。电站安装 4 台单机容量为

600MW 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 2400MW，龙盘水电站投产

前，梨园水电站保证出力 330MW，年发电量 94.74 亿 kW·h，年

利用小时 3948h；龙盘水电站投产后，梨园水电站保证出力

1116MW，年发电量 106.84 亿 kW·h，年利用小时 4452h。电站于

2014年 12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16年 8月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联系人：胡军华、杨宝

联 系 电 话 ： 0888-5341517 、

0888-5341584

电子邮箱：757764691@qq.com

能源与动力工程

（水动方向）
本科及以上



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阿海发电分

公司

阿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右岸）与宁蒗县（左

岸）交界的金沙江中游河段，为金沙江中游河段规划八个梯级电

站的第四个梯级，坝址距上游梨园水电站约 80.5km，下游距金安

桥水电站约 73.7km。电站属大（1）型Ⅰ等工程，是以发电为主，

兼顾防洪、灌溉，并具有库区航运和旅游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水电

枢纽工程。电站装机容量 2000MW（5×400MW），设计保证出力

323MW，年发电量 79.07 亿 kW•h，年利用小时 3954h。上游龙盘

电站建成投运后，多年平均发电量可升至 89.92 亿 kW·h，装机

年利用小时增加到 4496h。

联系人：孔涵

联系电话：17387886216

电子邮箱：869188009@qq.com

测绘工程 本科及以上

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

有限公司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与大理白族

自治州宾川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上，其左、右岸分别属于永胜

县及宾川县管辖，为金沙江中游水电规划 8个梯级电站中的第 7

个电站，上、下游分别与龙开口和观音岩两个梯级电站相衔接。

坝址控制流域面积 24.7346 万 km2，多年平均流量 1780m3/s，多

年平均径流量 558 亿 m3。

鲁地拉水电站属一等大（Ⅰ）型工程，其主要任务是发电，

兼顾防洪，同时具有库区航运、旅游等综合效益。水库正常蓄水

位 1223m，总库容 17.18 亿 m3，调节库容 5.64 亿 m3，具有日调

节性能。地下厂房安装 6 台单机容量 360MW 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

组，电站总装机容量 2160MW，龙头水库建成后，电站保证出力

946.5MW，设计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99.57kW·h，年利用小时数

4610h。

联系人：杨玲

联系电话：13759587300

电子邮箱：1924807639@qq.com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

自动化
大专及以上



云南华电镇雄发电

有限公司

云南华电镇雄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3 年

11 月注册成立，由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62%）、云南省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35%）、云南省东源煤业集团公司（3%）三方共

同投资组建，装机容量 1200MW。两台 600MW 机组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3月投产发电。

公司位于镇雄县塘房镇，距离镇雄县县城约 19 公里，距离

塘房高速路口 500 米，距离镇雄高铁站约 30 分钟车程，距离塘

房新集镇 500 米,新集镇已配置生活超市、菜摊、医院、理发店、

餐馆、快递等。

联系人：易月洪

联系电话：0870-3873809

电子邮箱：chdzxrzb@163.com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大专及以上

电气工程 大专及以上

化学 大专及以上

自动化 大专及以上

云南华电昆明发电

有限公司

云南华电昆明发电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全资公

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公司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企业，机组

为 2×300MW 燃煤发电机组。云南华电昆明发电有限公司 2×

300MW 燃煤发电机组是云南电网昆明负荷中心的骨干电源点，对

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调整电源结构、缓解枯期缺电，保证负荷

中心的用电安全可靠起到重要作用。

云南华电昆明发电有限公司位于云南昆明安宁市青龙街道

办事处，紧邻成昆铁路,距昆明市中心 60公里。公司认真贯彻中

国华电集团公司发展战略，遵循“诚信、高效、合作、服务、环

保”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公司与员工共同发展，实现公司利

益最大化，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赢。

联系人：李秀华

联系电话：0871-68616562

电子邮箱：1009004039@qq.com

火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云南华电巡检司发电

有限公司

云南华电巡检司发电有限公司前身为云南巡检司发电厂，位

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西南部巡检司镇，距县城 87 公里。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6 日，由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65%）和

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35%）共同投资组建，巡检司公司装

机容量为 2×300 兆瓦，采用法国 ALSTOM 公司先进技术生产的大

型循环流化床锅炉（CFB）机组，属节能环保型扩建项目，2007

年 11 月 14 日两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云南华电巡检司发电有限公司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剑

平；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洪坤。截止 2019 年底，公司在册职

工 364 人,共设置运行部、维护部等 12 个部门。

2019 年，公司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云南

公司工作会议精神及安排部署，紧紧围绕云南公司三年发展目

标，落实抓好“两外两内”的工作要求，以促党建、保安全、强

技能、提指标、争电量、控煤价、防风险为抓手，推进安全管控、

提质增效、素质提升、企业改革等重点工作协调发展，在应对挑

战中主动作为、克难奋进，成功化解多个风险，安全生产可控再

控、经营实现大幅减亏、各项管理工作得到提升，实现了安全效

益双提升的年度生产经营总目标。截止 2019 年末，实现安全生

产 4718 天，累计发电量 259.88 亿千瓦时。

联系人：卜艳芬

联系电话：0873-6316239

邮箱：505415130@qq.com

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 大专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及以上

火电厂集控运行 大专及以上

电厂化学 大专及以上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

以礼河发电厂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以礼河发电厂位于滇东北曲靖市会

泽县，是我国第一座高水头、跨流域开发的梯级水电站，国家“一

五”期间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1958 年 8 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全

厂分四级滚动开发。一级毛家村水电站，装有 2台单机容量为 8Mw

的斜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二级水槽子水电站，装有 2 台单机容量

为 8.75Mw 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三级盐水沟电站、四级小江

电站系引水式高水头电站，各装有4台冲击式卧式水轮发电机组，

其装机容量为 144Mw，四座电站厂房均为地下厂房，一至四级水

头 1413．2 米，总装机容量 32.15 万千瓦。

联 系 人： 骆女士

联系电话： 0874－5683159

电子邮箱：715898446@qq.com

地 址：云南省会泽县通宝路

以礼河大酒店 205 室

邮 编：6542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 大专及以上

mailto:715898446@qq.com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

绿水河发电厂(红河分公

司)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绿水河发电厂（红河分公司）隶属于

国家五大发电集团公司之一的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生产基地座落

于云南省红河岸边的金平、屏边、河口县和蒙自、个旧市“三县

二市”交界的个旧市蔓耗镇，行政办公和职工生活区位于开远市。

交通十分便利，昆明至生产（生活基地）全程高速。电厂始建于

1958 年，1972 年第一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分三级电站，总装

机容量为 83MW。

企业践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秉承“团结、奉献、 求

实、创新”精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安全文明生产为基础，

以改革发展为主线，以精细化管理为重点，以人才为支撑，以体

制与机制创新为手段，以依法治企为保障，不断强化管理，拓展

思维，构建了和谐“家”文化和系列人才激励机制。高度重视人

才队伍的培育、开发、使用和激励，依法为员工缴纳“五险两金”，

始终坚持“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资源优先配置、人才待遇优

先保证”的原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联系人：张远

联系电话：0873-3027572

电子邮箱：ynky2004@163.com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专及以上

能源与动力工程 大专及以上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

自动化技术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本科及以上

云南华电福新能源发电

有限公司

公司隶属于华电云南公司，2011年3月注册成立，于2019年

12月由云南华电朵古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更名为云南华电福新能

源发电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华电集团公司在云南区域新能源项目

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公司采用“一套人员、多块牌

子”的管理模式共管理8家公司，公司本部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

山区广福路488号红星国际财富中心A座，各个风电场、太阳能电

站分布于云南昆明市安宁，红河州开远、个旧、蒙自，文山州砚

山，丽江宁蒗，楚雄州永仁等市县。

目前，已投运新能源装机容量超过 60 万千瓦；在建的宁蒗县火

目梁风电项目装机容量4.95万千瓦，计划2020年全部投产发电；

即将建设的开远市剑角峰风电项目 30 万千瓦、个旧市猴子山风

电场 20 万千瓦万千瓦；新能源资源储备近 200 万千瓦。

联系人：王军

联 系 电 话 ： 0871-68157806

13887336949

电子邮箱：wonzmwj@163.com

机电一体化 大专及以上

动力工程（风动、热动） 大专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动力工程（风动、热动） 本科及以上



1.请应聘人员加入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 2021 年毕业生招聘 QQ 群（群号：1063812162）,下载

《应聘人员简历》和《应聘人员信息一览表》，认真填写后,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前将两个表格投递至

华电云南公司招聘邮箱 2809676857@qq.com（联系人：李佳璐，电话：13648817679）,投递前务必在表

格标题中按要求注明应聘具体单位、所学专业和姓名）。

2.应聘者须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消应聘资格。

3.应聘者须严格按照招聘公告规定的报名方式准备和发送材料，恕不接受其他报名方式，面试前

不接待来访。

附件：1. 应聘人员简历

2. 应聘人员信息一览表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202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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