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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城市魅力

“爱在烟台，难以离开”——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渤

二海，区位环境优越，地处神奇的北纬 37°线，空气质量优良率 80%

以上，山海相拥、景色秀美，东无严寒，夏无酷暑，是著名的旅游避

暑宜居圣地。烟台拥有最美海岸线 1038 公里，常住人口 710 万人，

辖 5 区、6 个县级市和 2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国家级自由

贸易试验区、1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国家级综合保税

区、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年生产总值 7800 亿元，财政收入 600

亿元。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637783b662de056c/43525640-1.html
http://www.sohu.com/a/424916918_273814
http://www.sohu.com/a/424916918_273814
https://tuchong.com/15462761/73244597/
http://2014.shandong.sdchina.com/WorksDetail_132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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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海岸，鲜美烟台”——烟台历史文化厚重，自然资源丰富，

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

一，是著名的水果之乡和海珍品产区，烟台大樱桃、莱阳梨、莱州梭

子蟹等 53件产品获注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

萄酒城，烟台葡萄酒、烟台苹果、烟台海参等 9种产品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地下矿藏十分丰富，黄金储量和产量均居中国首位。

全国文明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人居环境奖城

市......这些闪亮的城市名片，折射的是烟台特有的城市之美。畅游

仙境海岸，体验鲜美生活，不一样的烟台，用仙境全是古往、用鲜美

演绎今来。当海市蜃楼的神仙传说，变成现实里“以仙为魂的仙游之

乐、仙话之奇，以境为体的仙居之幽、仙养之逸，以鲜为灵的仙食之

粹、仙饮之醉，以美为形的仙品之巧、仙城之魅”的新八仙生活。四

万平方公里的陆海空间里，天地之美、生息万物，经略之美、人才济

济，建设制造业强市、海洋经济大市、宜业宜居宜游城市，也必将成

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

http://www.sdta.cn/dtss/detail/subjectProductDetail.action?unitId=fb017e8f3df196d5013df1ec5ae6014a
http://www.sjwz.cn/article/4869.html
http://www.sjwz.cn/article/4869.html
http://sell.d17.cc/show/12854511.html
http://m.sohu.com/n/41734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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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人才引进生活和住房补贴政策
烟台人才生态优良。爱才、惜才、容才一直是烟台的优良传统。

全市目前拥有各类人才 187 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 9.7 万人，省级

以上工程人才 1800 多人，常年在烟工作的外籍人才 2800 多人。

为提供更好的人才安居服务，生活补贴规定为：自 2020 年 6月

1日起，首次新引进到我市企业工作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双

一流”高校和全球前 200 名高校(QS）的学士本科生，在烟缴纳社保

满 1 年后，分别给予每人每年 3.6 万元、2.4 万元、1.2 万元生活补

贴，补贴 3 年。购房补贴规定为：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首次新引

进到我市企业工作，并在烟新购商品住房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双一流”高校和全球前 200 名高校（QS）的学士本科生，在烟缴纳

社保满 1 年后，分别给予 20万元、10 万元、5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云沣环境公司简介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碧海蓝天、风景

优美的金沙滩海水浴场。是一家具有创新力的智慧云数据平台研发&

生态环境应用的综合一体化技术服务供应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主营业务涵盖环境咨询、环境检测、环保设备营销及运维、环保工程

设计施工、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环保新材料新设备研发生产等生态

环境全产业链综合一体化服务。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市场为导向，改革为动力，创新为支撑，

服务为根本，发展为目标”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业务模式，持续开

拓经营领域，企业规模和业绩取得了长足增长。2019年9月公司股票

在全国股转系统正式挂牌公开转让，股票代码873348。

公司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山

东省瞪羚企业，是国家及省环保产业骨干企业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的排头兵。公司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0余人，其中硕士博士以

上学历36人，大学专科本科学历230人；拥有工程师、高级工程师48

人，注册环评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环境监理工程师、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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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师20名，山东省环评、危废、应急、土壤等各类专家8名，保障

公司广泛服务于环评、规划、质控验收、排污许可、土壤调查与风险

评估等生态环境各个领域。拥有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软

件著作权34项。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产学研战略合作单位；日本岛津、美国哈希、中兴仪器、聚光科技、

泽天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产品代理与技术服务基地；中华环保联合

会、山东省瞪羚企业发展促进会理事单位。

公司设有健全的研发体系并配备先进的研发设备，具有严格的质

量管理及环境管理标准，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环保工程

设计、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环境影响评

价、竣工环保验收、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监理、碳排放审核、CMA 检

测认证、中环协认证中心环境服务认证、3A诚信企业等能力资质。先

后开展了五百余家企事业单位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及自动监控系统

第三方运营服务，研制开发了多项危废处置、废水、废气处理等实用

技术和设备。

公司始终以科技为先导、以信誉为保障，在环境科研、工程、设

计、施工、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咨询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技术与项

目管理经验，率先在环保领域推出了“生态环境全产业链综合一体化

服务”经营模式，被山东省知名品牌认定委员会评为“2019年度山东

省知名品牌（服务）”。开展了包括前瞻性规划、环保管家、环评、

验收、可研、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监理等技术报告、生态环保技术研

发、智慧环境管理平台研发及建设、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

包、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风险评估、生态污染调查与修复、污染治理

设施运营、在线监测系统运营管理、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与利用、CMA

环境检测等完整的生态环境全产业链综合一体化服务。

云沣环境将以高度专业的精神和责任，与社会各界一起，携手共

进，改革创新，共同肩负起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的重任，为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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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云沣环境（校园）招聘信息

(应届毕业生经面试成功，公司提供环境类专业岗位定向培养及各岗位轮岗实习

机会，通过试用期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欢迎有志于环保行业的同学们与我们

一起为祖国的碧海蓝天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环保工程师：

岗位职责：

负责企业环保工程工艺设计、方案编制、施工图绘制、环保设施现场验收。

拟招聘 5-8人，试用期半年，试用期合格留任后月薪 5000-12000 元。

岗位要求：

1、接受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环保类、化工、化机类相关专业；

2、熟练应用办公系统软件及 CAD 等专业设计、绘图软件；

3、勤奋好学，熟悉环保工程中常用的处理工艺；

4、吃苦耐劳，能赴项目施工现场，能够适应短期出差。

2、环境咨询工程师：

岗位职责：

负责编制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竣工验收、环境应急预案与风险评估、环境监理、

生态专题报告、各类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清洁生产报告、排

污许可申报及执行报告、土壤调查和风险评估报告、碳排放核查、碳减排及碳资

产管理等各种调查、评估类报告。

参与公司环境医院及环保管家项目，负责与项目业主沟通，进行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数据整理、编制报告；能够参与召开专家评审会，按照评审意见对报告进

行修改并再次递交；按照相关技术导则要求，能够独立编写报告。

拟招聘 5-10人，试用期半年，试用期合格留任后月薪 6000-10000元。

任职要求：

1、接受应届毕业生，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环保类、化工类相关专业；

2、勤奋好学，熟知本专业领域内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导则；

3、熟练应用办公系统软件及相关专业设计、绘图软件；

4、吃苦耐劳，能适应各类企业生产及车间环境。



聚合点滴 创生无限

3、环境管培生/经理助理：

岗位职责：

1、协助经理工作，保证工作任务的上传下达，负责监督实施、检查落实执行情

况；

2、跟踪公司经营目标达成情况，提供分析意见及改进建议，发掘市场机会，跟

进公司业务目标和业务计划，实现公司业务和投资回报的快速增长；

3、协助经理做好客户对接及跟进工作，负责联络沟通客户，协助主管完善部门

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与规范，做好业务的后台支持；

4、协助经理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负责销售渠道和客户管理。

拟招聘 2人，试用期半年，试用期合格留任后月薪 5000-12000元。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环境类、化工类相关专业应

届毕业生优先考虑；

2、吃苦耐劳，人品端正，服从领导，听从指挥；

3、会开车，有 C1 驾照，能够熟练驾驶；

4、VOC 技术工程师

岗位职责：

1、熟练应用 CAD 制图，熟悉 VOC 处理相关工艺；

2、能完成环保工程的部分设计工作，能独立完成公司交代的设计任务；

3、能够进行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运行调试；

4、负责编制 VOC 处理工程项目的工艺、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

拟招聘 3-5人，试用期半年，试用期合格留任后月薪 6000-12000 元。

岗位要求：

1、接受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工程、化工、化机类相关专

业。

2、熟悉 VOC 处理相关流程，了解环保法律法规；

3、有 C1 驾照，能熟练驾驶，可接受出差。

5、水文地质工程师

岗位职责：



聚合点滴 创生无限

1、负责环评地下水专题评价报告的编制；

2、负责编制污染场地调查方案，开展现场调查，土壤和地下水现场采样；

3、负责水文地质相关调查报告的编制；

4、负责开展风险评估分析计算，负责协助编制污染场地环境评估调查报告；

5、负责协助岩土工程勘查项目野外编录及报告编制。

拟招聘 3-5人，试用期半年，试用期合格留任后月薪 6000-12000 元。

岗位要求：

1、接受应届毕业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

2、适应野外水文地质作业，熟练运用 CAD、office、Photoshop 等软件，动手能

力强；

3、接受优秀应届相关专业毕业生，有地下水修复、现场水文测试实践经验和地

下水、污染物迁移等经验优先考虑。

6、采样及化验员：

岗位职责：

1、负责样品的采样、制样工作，熟悉样品分析以及基本仪器操作；

2、负责设备、仪器、试剂、标准品、滴定液等的配制；

3、确保所有实验方法有效，确保化验数据的真实有效，对实验数据进行核实、

汇总整理并上报；

4、确保所有检验仪器设备正常运行；

5、汇总所需仪器、药品、试剂的采购计划；

6、负责实验室化学试剂使用和保管情况的管理；

7、按时提交设备仪器及玻璃仪器的检定计划；

拟招聘 3-5 人，试用期半年，试用期合格留任后月薪 4000-8000 元。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分析等相关专业；

2、熟练应用办公系统软件；

3、勤奋好学，熟悉或者通过培训尽快掌握实验室、化验室各类化学分析仪器、

设备的操作；

4、吃苦耐劳，能赴项目现场采样，能适应偶尔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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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认真、严谨、高效，有团队合作精神。

7、业务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环保类业务的联系及推广；

2、开拓新市场，发展新客户，增加产品销售范围；

3、负责辖区市场信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析；

4、管理维护客户关系。

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有驾照，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2、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

3、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

8、环保技术支持（可转销售岗）：

岗位职责：

1、 了解新技术新产品信息并整理反馈给相关负责人，承担业务区域的市场技术

支持工作；

2、 提供产品售前技术支持，并负责与技术部门的对接与交流；

3、 分项收集用户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引导客户技术和产品选择；

4、 开发行业市场，扩展公司业务客户；

5、 参与公司工程项目建设，并为其提供建议与技术支持。

任职要求：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海洋工程、化工、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态学、

土壤学、地下水、化机等相关专业；

2、学习能力强，能很快熟悉公司产品、工程及管理流程；

3、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计划与执行能力；

4、 男女不限、具有安全责任意识，良好团队合作和协调能力，工作细致认真；

5、能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

6、有驾照者优先，可接受出差。

9、环保（储备干部）：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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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海洋工程、化工、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态学、

土壤学、地下水等相关专业；

2、男女不限、具有安全责任意识，良好的沟通表达和协调能力，工作细致认真；

3、能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

4、有驾照者优先。

福利待遇

云沣环境为有志于在公司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的优秀毕业生提供广阔的成

长空间。公司有完善的薪酬晋升体系，各项福利待遇优厚健全。设有免费的员工

餐厅、免费公寓、健身房等员工活动中心并经常组织各类球赛、团建活动，保障

员工的生活及休闲娱乐。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江路 131 号普晟大厦

联系人：汤女士：18660567077 孙女士：15153540587

简历发送邮箱： tnywzq@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