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冠集团--江苏钢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简章
江苏钢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要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总投资为 2.6 亿

美元,注册资本 1.3 亿美元，拥有员工 1000 余名，年总产值达 12 亿以上。是中国铸造协会理事单位、中国绿色铸造企业、中国铸造行业信用

评定 AAA级信用企业、江苏省绿色工厂、江苏省智能车间。公司专注于大型再生能源类关键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并服务

于该领域的国际一流企业及国内上市公司，为再生能源类关键铸铁件的国产化替代，以及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立自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公司坐落于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区，是集科研、制造、加工为一体的能源设备生产基地。是永冠能源科技集团（集团 2012 年在台

湾证交所上市，股票代码：1589）投资最大、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一家中外合资公司。

公司注重内部质量管理和社会信誉，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能源、两化融化体系认证、国内外船级社认证、江苏省

绿色工厂认证。多年来公司与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著名企业保持着广泛的业务联系、产品深受国内外知名

品牌企业的信赖成为长期的客户或多年的最佳合作伙伴。是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已成为国内装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型铸件生产

厂家之一。

①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 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

1 储备干部 5 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材料类相关专业
1. 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学习和接受能力强；

2. 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2
业务专员/

销售专员
3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

1. 要求英语口语流利，能同老外进行口语交流；

2. 主要负责订单处理，客户开发及维系等客户关系工作。

上述岗位一经录用，待遇从优，另享受季度盈余分红，丰厚年终奖； 第 2 年起每年按比例进行调薪。

欢迎应届毕业生投递简历，我司将作为重点干部进行培养，后续根据个人意愿可送到海外工作。即来我

公司工作有三个工作地点可供选择：1. 江苏钢锐本厂；2.台湾；3.泰国。

②福利待遇：

- 薪酬待遇篇：1. 保底年薪 7W+；
2.工龄工资：新进人员 2年内每 6个月上调一次；满 2年后每 12 个月上调一次；
3.技术津贴：每年 6月和 12 月评定一次，最高享受 4000 元/月的津贴；
4.证书补贴：定期开展各种专业技能培训，或带薪外派学习。取得专业技能证书后可享受最高 1500 元/月的证书津贴；
5.月底奖金：1500-5000 不等；
6.季度奖金：每季度享受盈余分红；
7.年终奖金：人均年终奖金达 10000 元。

- 福 利 篇： 1.入职即缴纳五险一金+雇主责任险+安责险+工会保险；
2.转正报销入职体检费用；
3.免费住宿，四人公寓宿舍，独立卫浴间，配备空调、热水器；
4.餐厅日夜营业，免费供应早中晚夜宵；
5.每年享受 1000 元+的工会福利（购物卡/实物福利）；
6.享有带薪年休假、免费健康体检；高温发放高温补贴，提供降暑凉饮和药品；
7.享受溧阳市人社局的各项补贴，包括：连续 3年的住房公积金补贴、租房补贴、购房补贴；
8.公司成立体育协会（篮球、足球、跑团、羽毛球），另不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如运动会、文艺晚会、旅游踏青、

团队拓展等。

公司网站：http://www.ygget.com
公司地址：一厂区：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田家山分区

二厂区：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溪缘路 1号
三厂区：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悦朋路 9号
四厂区：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悦朋路 8号

联系方式：0519-80895516 / 19906110255（高女士） 18751207300（许女士）
E-MAIL：ygb-hr@ygget.com sharryxu@ygget.com

http://www.ygget.com
mailto:ygb-hr@ygget.com


公司网站：

公司地址：一厂区：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田家山分区
二厂区：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溪缘路 1 号
三厂区：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悦朋路 9 号
四厂区：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悦朋路 8 号

联系方式：
E-MAIL：

http://www.ygget.com
mailto:ygb-hr@ygget.com


JIANGSU BRIGHT STEEL FINE MACHINERY CO.;LTD【YGB】 belonging to Yeong Guan Group, is
an high- tech enterprise that complies with requirements in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Categories (2018), and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as a recipient of the “Top One Hundred Cast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of China” title. YGB has always been dedicated to product quality, innovation
and excellence-driven management. YGB has obtained certifications for ISO9001, ISO14001 and
ISO45001, and is among the first in the industry to acquire certifications for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and factory approvals from the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CCS),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ABS), Det Norske Veritas (DNVGL) and 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 (LR). YGB possesses
nearly 80 patents in China and our ductile iron castings for wind energy is considered a Well-
Known Brand product.

在实现客户价值的同时， 公司一直以绿色环保、安全高效为前提， 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更新生产设
备，从最初生产最简单的铸铁产品，进而迈入“高端装备制造服务业”的领域。
While bringing our customers added value, YGB has always prioritiz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fety and efficiency. Production processes are continually optimized 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are updated and improved. From its humble beginning as a producer of simple iron casting,
YGB has now entered the "high-e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公司致力于用具竞争力的成本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凭借具备先进的制程技术，并掌握高技术含量
的冶金及工程技术，提供客户质量优良且交期稳定的产品，因此深受客户的重视及信赖，为行业
客户提供从产品设计、铸造、焊接、涂装、加工到组装的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的
需求。
YGB is devoted to using competitive methods to produce high-quality products. We possess
cutting-edge manufacturing process, extensive metallurgy and engineering know-hows. By
delivering products of outstanding quality on time, YGB earns both the respect and trust of
customer. YGB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a full range of solutions from product
design, casting, welding, painting, machining and assembly in order to satisfy customer’s
demands for one-stop procurement.

主要认证与荣誉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ISO45001 职业健康体系认证

GB/T23001 两化融合贯标体系认证

LR 英国劳氏船级社认证

ABS 美国船级社认证

CCS 中国船级社认证

Lienwei 立恩威船级社认证

National High Tech Enterprises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关于钢锐
江苏钢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隶属于永冠集团， 是一家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要求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并荣获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称号。一直致力于产品质量、创新变革与智
能化卓越管理。 公司相继通过 ISO9001、 ISO14001、 ISO45001 体系认证，在业内率先获得能源管
理体系、中国船级社、美国船级社、 立恩威船级社、 英国劳氏船级社认证， 并拥有专利近80项，
风电发电用球墨铸铁件获得名牌产品。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

主要合作伙伴

制造能力
江苏钢锐是全球主要再生能源、注塑机械、产业机械及医疗设备机械四大类设备厂商之长期重要合

作伙伴，铸件最大浇注单重近百吨，年设计产量已超过20万吨，再生能源类产品中风电产品包含：

轮毂，齿轮箱，底座，轴承座，行星支架，摇摆环，扭曲臂等零部件，目前可生产机型：1MW~12MW。

YGB is a long-standing and strategic partner for the world's leading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in industries like renewable energy,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medical equipment and other

industrial machineries. YGB can prepare nearly one hundred tons of liquid metal in one pouring

and boasts an annual design capacity exceeding 200,000 metric tons.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s wind power products include: rotor hub, gearbox housing, base frame, bearing

housing, planet carriers, pitch stiffening rings, and torgue arm. Presently, we provide castings for

a range of 1MW to 9.5MW class wind turbine.

产品材质 MOQ：

球状石墨铸铁(EN1563)： EN-GJS-350 ~ EN-GJS-700

合金灰口铸铁(EN1561)： EN-GJL-200 ~ EN-GJL-300



公司地址：溧阳市天目湖镇工业园悦朋路 9 号
Add： (Yue Peng Road No.9)Industry Zone Tian Mu Lake Town Li Yang City Ch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电话Tel： 86-519-80895588

传真 Fax： 86-519-80895533
邮编P.C.： 21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