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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社会招聘简章 

集团介绍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江苏省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转企改制后组建成立。 

集团拥有城乡规划编制、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项、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

项、旅游规划设计、市政行业（道路工程）设计、工程咨询等 6项甲级资质、资

信，市政（给水、排水、桥梁工程）专业、建筑行业人防工程设计等 2项乙级资

质；拥有梯次合理的技术人才队伍，现有员工 900余人，高级职称以上约占 35%，

其中享受国务院津贴人员 5人，江苏省设计大师 3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3人，入选省“333”工程人员 57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著名高校兼职教授

50余名；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等国家级奖项 15项；

荣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135 项，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

170余项。 

集团以“全国领先的规划设计咨询机构、城乡建设集成服务旗舰平台”为目

标愿景，立足江苏、面向全国，聚焦城乡建设发展领域空间规划和设计主业，通

过优化整合资源，发挥规模和集聚效应，为江苏省规划设计行业走在全国前列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事业及国家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作

出贡献。 

现诚招各类优秀人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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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

行端正，团结同志，廉洁奉公； 

2、取得相应条件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证明； 

3、身心健康； 

4、具备报考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 

 

资格禁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报名应聘 

1、受过刑事处罚、行政拘留、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学校纪律处分的；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审查的； 

3、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4、受竞业禁止、市场禁入限制的； 

5、存在招聘回避、任职回避等有关情形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入情形。 

 

二、简历投递及咨询方式 

1、网申时间：2022年 4月 11日-5月 8日  

2、网申通道：点击下文链接注册账号，立即申请。请以第一志愿为主、第

二志愿为意向参考进行投递。不接受邮箱投递简历。 

http://121.41.218.222:8091/#/login 

4月中下旬至 5月，根据岗位实际投递情况分批次开展笔面试工作，如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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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请尽快投递哦~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工作邮箱：hr@jspdg.com（咨询沟通之用，不接受简历投递） 

联系电话：025-86968137 

 

三、招聘岗位（工作地点：南京、成都、苏州、南通、盐城、宿迁、昆山） 

1、集团本部岗位 

（1）规划业务方向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宏观） 
南京 不限 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本科
学历需有 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 有中级职称、注册资格人员优先 

城乡规划设计 

（中微观） 
南京 校招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城乡规划设计 

（中微观） 
南京 社招 8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本科
学历需有 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 有中级职称、注册资格人员，及珠三角、上海
工作经历优先 

技术研究 

（城市经济与 

发展研究） 

南京 不限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城市经济，人文地理，
经济地理，城乡规划学等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专业 

2. 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文字功底，能深入开展
区域和城市发展转型的有关课题研究和专项规划，
能够为各级政府提供基础研究和决策咨询建议 

3. 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优先 

技术研究 

（城市治理及 

政策研究） 

南京 不限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行政管理（治理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等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专业 

2. 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文字功底，对城市治理
和公共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实践，能够为各级政府提
供基础研究和决策咨询建议 

3. 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优先 

生态环境 南京 不限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生态环境、生态工程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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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关专业，具有中级职称或注册资格优先 

生态工程 南京 社招 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生态环境、生态工程等相关
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3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 5年以上工作经验 

海洋规划 南京 不限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海洋规划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本科
学历需有 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绘图员 南京 不限 4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2）园林业务方向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风景园林设计 

（含数字化景
观方向） 

南京 社招 4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3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有 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4. 有数字化景观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林业规划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林学等相关专业 

2. 林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3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有 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建筑业务方向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建筑设计 

（方案） 
南京 校招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建筑设计 

（方案） 
南京 社招 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建筑设计 

（施工图） 
南京 社招 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结构设计 南京 校招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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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结构设计 南京 社招 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建筑电气工程 南京 校招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建筑给排水 南京 校招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给排水设计等相关专业 

暖通工程 南京 校招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暖通工程、动力工程等相关专业 

 

（4）交通业务方向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交通规划 南京 社招 3 

1. 本科及以上学历，交通运输规划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本科学历，需 5年及以上交通规划相关工作经
验 

4. 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先；具备注册城乡规划师资
格者优先；熟悉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枢纽场站规划、
TOD规划及设计等优先 

桥梁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桥梁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本科学历，需 5年及以上桥梁工程设计相关工
作经验 

4. 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先 

道路工程设计 南京 校招 2~3 本科及以上学历，道路工程设计等相关专业 

道路工程设计 南京 社招 3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道路工程设计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本科学历，需 5年及以上城市道路和公路工程
咨询与设计经验 

4. 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先；拥有注册土木工程师（道
路工程）资格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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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政业务方向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市政（环境） 

工程设计 
南京 社招 4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政工程、环境工程或给水
排水工程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本科学历，需 5年及以上市政工程、环境工程或
给水排水工程经验 

4. 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先；注册公用设备（给排水）
工程师资格者优先 

市政电气工程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本科学历，需 5年及以上电气工程相关工作经
验 

4. 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先 

 

（6）管理岗位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质量管理 

高级经理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市政、土木工程等相
关专业 

2. 中级以上职称；拥有工程专业注册资格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需 8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需 11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有 3年及以上施工图审查机构工作经验 

5.40周岁以内，具备良好的统筹协调与沟通能力 

项目经理 南京 社招 1~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政、建筑、风景园林设计
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持有建安 B证；一级注册建
造师（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类） 

3. 需 8年以上工程项目管理经验；担任过总投资 1

亿元以上市政工程或景观工程、房建工程项目经
理；参与或主导编写过中型以上工程施工方案或工
程技术标 

4. 45周岁以内，具备良好的协调与沟通能力，能
适应经常性出差和项目现场工作 

知识与图书情
报管理岗位 

南京 不限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图书情报等相关专业 

2. 熟悉掌握图档信息化管理、图书管理、知识库
建设与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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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公司岗位（工作地点：成都、苏州、南通、盐城） 

（1）西部区域总部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成都 社招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
专业 

2. 注册城乡规划师 

3. 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 

土地规划 成都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地规划等相关专业 

2. 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 

风景园林设计 成都 社招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
专业 

2. 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施工图落地
经验 

 

（2）苏州分院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苏州 不限 2~4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
专业 

2. 取得中级职称或注册资格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绘图员 苏州 不限 2~4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建筑学等相关专
业，有工作经验优先 

 

（3）南通分院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中微观） 
南通 不限 5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风景园林设计 南通 不限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专
业，有工作经验优先 

给排水设计 南通 不限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给排水设计等相关专业，
有工作经验优先 

电气工程 南通 不限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自动化等相关
专业，有工作经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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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沿海分院（盐城）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宏观） 
盐城 不限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2. 具备较强的战略研究与宏观分析能力，一定的
文档撰写编制能力 

3. 在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等领域有一定工作经验，
或熟悉 ArcGIS、Python语言者优先 

城乡规划设计 

（中微观） 
盐城 社招 2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
专业 

2. 有 3~5年工作经验 

3. 具备较强的城市设计与绘图能力，拥有一定的
项目负责与设计落地经验；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双
重背景者优先 

土地规划 盐城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地规划等相关专业 

2. 有 3~5年工作经验 

3. 具备中等城市以上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编制经
验，熟悉土地管理法规与政策，能够熟练应用
ArcGIS等规划工具，具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经验
者优先 

风景园林设计 盐城 社招 2~3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专业 

2. 中级及以上职称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工作经验；本
科学历，需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具备施工图绘制能力及丰富施工现场的优先 

建筑设计 盐城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工作经验；本
科学历，需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道路工程 盐城 社招 1~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道路工程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工作经验；本
科学历，需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给排水设计 盐城 不限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政/环境工程、给排水等相关
专业 

市政电气工程 盐城 不限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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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公司岗位（工作地点：南京、宿迁、昆山） 

（1）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宏观） 
南京 社招 4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 5年以上工作经验 

城乡规划设计 

（中微观） 
南京 社招 4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 5年以上工作经验 

风景园林设计 南京 不限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专业 

建筑设计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 5年以上工作经验 

市政工程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政工程、环境工程或给水
排水工程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 5年以上工作经验 

市政电气工程 南京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需 2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需 5年以上工作经验 

财务专员 南京 不限 1 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2）宿迁公司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宿迁 不限 6~8 本科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土地规划 宿迁 不限 2~4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等
相关专业 

风景园林设计 宿迁 不限 2~4 本科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专业 

建筑设计 宿迁 不限 1~2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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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交通规划设计 宿迁 不限 1-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交通运输规划、交通工程、
道路桥梁工程等相关专业 

给排水设计 宿迁 不限 2~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给排水、市政工程、环境
工程等相关专业 

电力设计 宿迁 不限 1~2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自动化、电力系统等
相关专业 

 

（3）昆山公司 

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城乡规划设计 

项目负责人 
昆山 社招 2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城乡规划设计等相关
专业 

2. 需 3年以上工作经验 

风景园林设计 

（方案） 
昆山 校招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
专业 

2. 熟悉操作 cad、ps、su、id等软件，能够协助项
目负责人完成项目方案设计阶段内容 

风景园林设计 

（施工图） 
昆山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土木工程等
相关专业 

2. 需 3年以上景观施工图绘制经验，精通 cad、天
正等设计软件操作，熟悉 su、ps等相关软件；可
独立承担中小型景观项目硬景施工图的绘制  

风景园林设计 

（植物方向） 
昆山 社招 1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风景园林设计等相关专业 

2. 需 3年以上植物设计经验，精通 cad、天正等设
计软件操作，熟悉 su、ps等相关软件；可独立承
担中小型景观项目植物施工图的绘制 

建筑专业 

项目负责人 
昆山 社招 1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2. 需 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 中级职称，或二级以上注册建筑师优先 

建筑设计师 昆山 社招 2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2. 需 1年以上工作经验 

交通规划 昆山 不限 2 

1. 本科及以上学历，交通运输规划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本科
学历，需 3年及以上城市交通规划相关工作经验 

3.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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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工作地 招聘渠道 人数 人员要求 

道路工程设计 昆山 不限 3 

1. 本科及以上学历，道路工程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本科
学历，需 3年及以上道路工程、交通工程设计相关
工作经验 

3.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市政给排水 昆山 不限 3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政工程、环境工程或给水
排水工程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本科
学历，需 3年及以上市政给排水设计相关工作经验 

3.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取得注册资格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