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所需专业
所需
人数

单位联系
人姓名

单位联系人电话 邮箱（投简历） 校内对接人

1 华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0 陈总 18961828088 454822962@qq.com 潘书才

2 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10 宗总 15951209233 20342750@qq.com 潘书才

3 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0 谈主任 0514-87364929 624336309@qq.com 潘书才

4 苏州洲禾顺房屋修缮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 5 王主任 18012625501 64766907@qq.com 潘书才

5 常州市科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5 郑小崔 18351439300 1210097380@qq.com

6 江苏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技术员） 5

储美娟 13815065171 307359610@qq.com

赵勤贤市政（资料员） 1

7 常州市金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市政工程等 10 赵红
0519-86502728、

13961231432
724004981@qq.com

8 江苏博之信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办公室综合

（限女生）
1 钟红勤 15380073063 851573517@qq.com

9 江苏天启建设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 10

周赟 13616113335 410550317@qq.com工程造价 5

安全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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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苏武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土木工程 20 徐洁 13813692129 1245337848@qq.com

11 江苏竣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男生） 3

焦枫涛 15861198678 417364743@qq.com
市政（施工员） 3

12 江苏佰拓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10 卢卿 15951206973 1104148748@qq.com

13 常州市武进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男性) 1 王会淑 15861866239 71499170@qq.com

14 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类 10 陶金兰 13585402800 117208051@qq.com

15 江苏广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类、道桥 10
张女士/ 
朱女士

15206118608/ 
13616126231

16 常州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
土建类、环保、检测、

营销
100 谈建波 18661221262 hr@czjky.com

17 江苏益豪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专业 12 朱女士
0519-5106059/ 
15961209069
(微信同号)

yhsz85106059@163.com

18 江苏瑜景森工程有限公司 建工、造价 10 徐总 18015099999

19 绿建区鸿儒人才培训中心 建工、造价 10 郭静
18052742016          
（微信：

LSF000710）
20 龙信建设集团 建工、造价 30 陆男 18362806160

21 江苏协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道桥，造价 10 程芸 13961189133 李灵

22 上海赟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暖通工程师 2

吕总
13373645030
021-39886695

bgs@cxhjkj.com 叶必朝工程文员 2

空调运营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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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苏江南检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类（土木工程
、工民建、建筑环境与
能源工程、测绘工程、
建筑工程、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建筑学、结构

工程等）

3 方慧 15062260628 823143107@qq.com 叶必朝

24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工程公司 道桥工程（施工员） 2 陈总 18251233677 黄大勇

25 苏州国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工 2 葛亮 15850346722 杨波

26 常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工、造价（资料员） 3 蒋总 13813592625 田江永

27 苏州铭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建工 2 钱明华 15852739237 杨波

28 江苏龙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工 2-3个 申春晖 13584399278 杨波

29 江苏天马万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道路、桥梁 10 洪玲 13685272098 472951688@qq.com 沈程

30 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管理/工程造价/制冷与
空调技术

30 石经理
18964795653（微信

同号）
021-54306717*7106

hr@macroprocess.com 叶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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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
能源与动力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
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30
华小姐
向小姐

18136969260（微信
同号）

15162420865
hr@acter.com.cn 

叶必朝

安全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
术
建筑工程技术等工程相
关专业

10
华小姐
向小姐

18136969260（微信
同号）

15162420865
hr@acter.com.cn 

32 上海三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类相关专业 70 王老师 021-62099012 wangcy@sunkingpm.com.cn 赵娇

33 江苏吉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道桥 3 吴经理 18006125332 李灵

34 江苏恒基路桥有限公司 道桥 2 张经理 13961222881 李灵

35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建工 5 魏中林 13917113466 1732767800@qq.com 沈程

36 苏州群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类（土木工程
、工民建、道桥、市政
工程技术、测绘工程、
建筑工程、工程造价、
建筑学、市场营销、计

算机等）

12 程主任 13771692443 1915675496@qq.com 赵勤贤

37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道桥、建工、造价、工

程类均可
40 施先生

021-56088833/ 
13816779973

hr@sucg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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