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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枫桥街道直属企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公开招聘岗位简介表 
岗位 

代码 

招聘岗位 

名称 
岗位简介 

招聘

人数 

综合测

评比例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A01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副总经理 

1.根据高新区和枫桥街道产业发展导向，负

责分管本辖区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2.负责招商项目信息源开拓、项目推进与落

地过程中的各项事宜； 

3.负责研判招商项目前景，研究制定扶持政

策，把控投资风险等工作； 

4.负责招商相关的项目治谈、对外接待、活

动策划组织等工作。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不限 

1.40 周岁以下； 

2.10 年以上招商、产业投资等领域的工作经验，

且有 5 年以上中高层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3.具备优秀的公共关系、管理、协调等工作能力； 

4.有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行业的头部企业管理岗

位工作经历者优先。 

A02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总经理助理 

1.根据高新区和枫桥街道产业发展导向，负

责配合总经理做好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工

作； 

2.负责招商项目信息源开拓、项目推进与落

地过程中的各项事宜； 

3.负责研判招商项目前景，研究制定扶持政

策，把控投资风险等工作； 

4.负责招商相关的项目治谈、对外接待、活

动策划组织等工作。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不限 

1.38 周岁以下； 

2.5 年以上招商、产业投资等领域的工作经验，

且有 2 年以上中层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3.具备优秀的公共关系、管理、协调等工作能力； 

4.有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行业的头部企业管理岗

位工作经历者优先； 

5.大学英语 6 级或日语 2 级，或有海外留学经历

优先。 

A03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产业招商专员 1 

1.负责招商项目的开拓、跟踪与对接； 

2.负责招商相关的商务接待、活动策划、文

案编制等工作。 

1 5: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应学位 

电子信息类、能

源动力类、医药

化工类、生物工

程类、药学类 

1.35 周岁以下； 

2.2 年及以上招商工作经历，具备良好的信息获

取和沟通协调能力； 

3.熟悉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产业领域，具备相关

领域招商工作经历者优先； 

4.有海外留学经历，或具备流利的外语口译、翻

译能力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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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代码 

招聘岗位 

名称 
岗位简介 

招聘

人数 

综合测

评比例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A04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产业招商专员 2 

1.负责招商项目的开拓、跟踪与对接； 

2.负责招商相关的商务接待、活动策划、文

案编制、翻译等工作。 

2 5: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应学位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方向、日

语方向） 

1.35 周岁以下； 

2.英语专业八级或日语专业一级或有海外留学

经历，具备流利的口译、翻译能力； 

3.2 年及以上招商工作经历，具备良好的信息获

取和沟通协调能力； 

4.有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产业领域工作经历者优

先。 

B01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科技招商事业部经理 

根据区域总体产业布局，结合科技招商工作

任务，拟订中长期战略目标及发展规划，做

好科技项目招商及重点项目服务工作。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计算机类、机电

控制类、机械工

程类、材料工程

类、能源动力类、

化学工程类、医

药化工类、生物

工程类、经济类 

1.38 周岁以下； 

2.有 5 年及以上产业促进、产业分析、产业 

投资、项目跟踪洽谈与服务工作经历； 

3.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资源整合能力和沟通 

协调、商务谈判能力； 

4.能独立开展科技项目招商、运营等工作，熟悉

科技招商流程与运作模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5.熟悉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类产业

领域。 

B02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科技招商事业部招商专员 1 

围绕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开展智能制造类、

新材料、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领域科技招

商活动，做好招商项目落地服务工作。 

1 5: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应学位 

机电控制类、机

械工程类 

1.35 周岁以下； 

2.有 3 年及以上产业促进、产业分析、项目跟踪

洽谈与服务工作经历；熟悉高端装备制造类、新

材料类、新能源（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工作内容，

具有相关领域招商经验或从业经验； 

3.有良好的信息获取和沟通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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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代码 

招聘岗位 

名称 
岗位简介 

招聘

人数 

综合测

评比例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B03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科技招商事业部招商专员 2 

围绕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开展生物医药和医

疗器械类科技招商活动，做好招商项目落地

服务工作。 

1 5: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应学位 

医药化工类、生

物工程类 

1.35 周岁以下； 

2.有 3 年及以上产业促进、产业分析、项目跟踪

洽谈与服务工作经历；熟悉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类产业领域工作内容，具有相关领域招商经验或

从业经验； 

3.有良好的信息获取和沟通协调能力。 

B04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科技招商事业部招商专员 3 

围绕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开展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招商活

动，做好招商项目落地服务工作。 

1 5: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应学位 
计算机类 

1.35 周岁以下； 

2.有 3 年及以上产业促进、产业分析、项目跟踪

洽谈与服务工作经历；熟悉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工作内容，具

有相关领域招商经验或从业经验； 

3.有良好的信息获取和沟通协调能力； 

4.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具有统筹、撰写科技招

商计划、总结材料等相关经验。 

C01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商贸招商事业部经理 

1.根据高新区和枫桥街道商贸产业发展导

向，负责分管本辖区商业载体的招商引资工

作； 

2.负责辖区商贸载体的规划落实、业态管控、

提档升级工作； 

3.负责辖区商贸载体的综合管理工作。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不限 

1.38 周岁以下； 

2.具备 3 年以上商贸领域招商工作经验； 

3.熟悉苏州及周边区域商业发展环境者优先； 

4.具有品牌商业运营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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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代码 

招聘岗位 

名称 
岗位简介 

招聘

人数 

综合测

评比例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C02 
枫桥投资促进中心 

商贸招商事业部招商专员 

负责辖区商贸载体的招商、管理、服务及相

关工作。 
2 5: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具有相应学位 
经济类 

1.35 周岁以下； 

2.全日制本科为国内“双一流”高校或世界前 100

名高校毕业； 

3.有商贸领域或服务业领域管理工作经验； 

4.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或外语特长）者优先。 

D01 
枫桥城市更新运营中心 

副总经理 

1.制定项目总体实施计划、项目规划管理、

项目建设管理等； 

2.制定项目运营计划、运营成本分析； 

3.实施项目运营管理； 

4.参与编制公司战略规划、发展研究、课题

管理。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经济类、工商管

理类、城建规划

类、法学类 

1.40 周岁以下； 

2.10 年以上产业园运营相关工作经验，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工作经验可放宽至 7 年，3 年以上中高

层管理岗位经历； 

3.有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项目全程规划编制、审

批和载体运营的工作经验、有城市更新工作经验

者优先。 

D02 
枫桥城市更新运营中心 

总经理助理 

1.制定并实施企业经营决策与经济管理等方

面的规章制度； 

2.负责市场调查、市场预测、可行性论证及

技术经济分析工作； 

3.组织市场调研，分析城市更新动态； 

4.协助编制公司战略规划、发展研究、课题

管理。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经济类、工商管

理类、城建规划

类、法学类 

1.38 周岁以下； 

2.5 年以上产业园运营相关工作经验，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工作经验可放宽至 3 年，3 年以上企业

中层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3.熟悉建筑行业成本测算，城市更新项目发展和

投融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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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代码 

招聘岗位 

名称 
岗位简介 

招聘

人数 

综合测

评比例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D03 
枫桥城市更新运营中心 

项目发展部经理 

1.参与制定项目运营计划、运营成本分析； 

2.负责项目计划实施、项目管理； 

3.负责项目运营管理。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经济类、工商管

理类、城建规划

类、法学类 

1.38 周岁以下； 

2.5 年以上产业园运营管理工作经验，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工作经验可放宽至 3年； 

3.具有城市更新工作经验的优先。 

D04 
枫桥城市更新运营中心 

综合部经理 

1.负责公司日常事务、档案及合同管理、风

险控制、法务管理、制度建设等； 

2.负责公司人力资源及组织架构管理； 

3.负责公司党建工作、宣传工作、纪检工作、

监督检查、信访处理等。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公共管理类、中

文文秘类、法学

类 

1.38 周岁以下，中共党员； 

2.5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

作经验可放宽至 3 年； 

3.政治素质高，有较强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和

协调能力，良好的计划、组织、沟通协调、团队

领导能力； 

4.曾在国有企业、国家党政机关、大专院校从事

相关工作的优先；有城市更新工作经验的优先。 

D05 
枫桥城市更新运营中心 

物业部副经理 

1.拟订物业管理项目实施方案，负责物业项

目实施，项目协调； 

2.负责物业项目的综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运营机制和服务体系，并及时掌握和反馈与

项目进展有关的其他信息。 

1 10: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应学位 

公共管理类（物

业管理方向）、

工商管理类（物

业管理方向） 

1.35 周岁以下； 

2.8 年以上工作经验； 

3.政治素质高，有较强协调能力，良好的计划、

组织、沟通协调、团队领导能力； 

4.具有城市更新工作经验的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