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社会公开招聘公告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航旅集团”）是 2011 年经甘肃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集融

资、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为一体的国有大型综合类实体企

业。目前拥有总资产 2700亿元，净资产 1000 亿元，是甘肃

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预计至 2020年，公航旅集团

将实现“5155”发展目标，即总资产达到 5000亿元以上，

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亿元，实现利税 50 亿元以上，资产规模

进入中国企业 50强，成为甘肃企业走向世界的标杆！ 

    甘肃省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公航旅集团旗下专门

从事金融业务和管理的全资子公司，业务范围涵盖融资担

保、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融资租赁、典当、

产业基金、金融仓储及商业保理等金融产业。 

为加快集团公司金融业务的发展，现面向海内外热忱邀

请有志之士加盟，共筑美好未来！ 

一、招聘基本条件 

1.拥护国家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诚实守

信，身体健康。   

2.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勉敬业，具有良好的沟

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管理素质。 

3.高级管理人员、授信审批官、总监等公司管理层年龄



 

要求 50周岁以下，其余职位或岗位年龄要求 40周岁以下。

条件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4.具有全日制国民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或国

外同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条件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学历

要求。 

5.具有相关岗位匹配的资格证书。 

 

 

 

 

 

二、招聘岗位、人数及任职要求 

公司 职位 人数 职位描述 履历要求 

甘肃省金融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 

授信审批官 2 
负责公司授信审批政策制

定和落实工作 

8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信贷业务

审批或风险管理经验；3年以上团

队管理经验 

运营总监 1 

负责公司各项经营目标的

制定、监控公司运营状况并

提出改进措施 

5年以上运营管理、项目协调经

验；良好的策划推广能力和项目

执行能力，团队工作组织统筹能

力，沟通应变能力强。 

风险总监 1 
负责推进公司风险管控体

系建设 

8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风险控制

工作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授信 

审批人 
5 

负责具体执行公司授信审

批政策，完成重大项目审批 

5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信贷业务

审批或风险管理经验 



 

深圳 

研究院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研究院的日常工作 

10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金融产品

研发工作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

经验；深圳本地户籍优先 

产品研发总监 2 

负责领导组织新产品开发、

产品改良规划工作，并负责

监督实施 

8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金融产品

研发工作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

经验；深圳本地户籍优先 

高级产品 

研发经理 
7 

协助公司对产品需求调研、

设计、产品创新及产品生命

周期进行分析，对产品的长

期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性意

见 

5年以上金融产品研发相关岗位

工作经验；深圳本地户籍优先 

甘肃省融资

担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担保相关行业运营及管

理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1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担保相关行业运营及管

理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甘肃省融资

担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 

经理 
2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担保业

务 

5年以上担保相关行业运营及管

理经验 

兰州市小额

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及管

理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1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及管

理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 

经理 
2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小额贷

款业务 

5年以上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及管

理经验 



 

甘肃公航旅

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运营及管

理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1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运营及管

理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 

经理 
2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互联网

金融业务 

5年以上大型金融机构运营及管

理经验 

甘肃公航旅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资产管理公司运营及管

理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1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资产管理公司运营及管

理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经理 2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担保业

务 

5年以上资产管理公司运营及管

理经验 

甘肃公航旅

典当有限公

司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典当公司运营及管理经

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1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典当公司运营及管理经

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经理 2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典 

当业务 

5年以上典当公司运营及管理经

验 



 

丝绸之路公

航旅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知名基金公司工作经

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投资总监 1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规

划，拟定公司投资业务规

划、年度计划与实施策略 

8年以上知名基金公司工作经验；

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投资经理 6 

负责公司项目及金融投资

产品的信息收集、调查评

估、量化分析、财务分析、

制订投资方案 

5年以上基金公司或同类金融机

构工作经验 

金融仓储 

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金融仓储、物流金融、

供应链金融等相关行业运营及管

理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1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金融仓储、物流金融、供

应链金融等相关行业运营及管理

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融资租赁公

司（筹） 

高级管理人员 2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融资租赁公司工作经

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管助理 3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以上融资租赁公司工作经验；

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经理 11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融资性

租赁业务、经营性租赁业务 

5年以上融资租赁公司或同类金

融机构工作经验 



 

商业保理公

司（筹）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银行信贷、保理业务、

应收账款融资、供应链融资、贸

易融资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

验 

业务总监 2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规

划，拟定公司商业保理业务

规划、年度计划与实施策略 

8年以上银行信贷、保理业务、应

收账款融资、供应链融资、贸易

融资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经理 7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商业保

理业务 

5年以上银行贸易金融部门或商

业保理行业资产端产品设计、业

务管理或项目管理经验 

保险经纪公

司（筹）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及以上保险经纪业务领域管

理工作经验；5年以上团队管理经

验 

高管助理 2 

协助公司高管，负责公司具

体工作的布置、实施、检查、

督促、落实执行情况 

8年及以上保险经纪业务领域管

理工作经验；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

验 

高级项目经理 7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保险经

纪业务 

5年以上保险行业经验，3年以上

产品开发经验 

交易所 

高级管理人员 1 
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及

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10年以上资产管理、投资银行，

金融同业业务相关岗位经验；5年

以上团队管理经验 

业务总监 2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规

划，拟定公司各类产权交易

业务规划、年度计划与实施

策略 

8年以上资产管理、投资银行，金

融同业业务相关岗位经验；3 年以

上团队管理经验 

高级项目经理 5 
带领团队开拓各类产权交

易业务 

5年以上资产管理、投资银行，金

融同业业务相关岗位经验 

合计人数 100 

 



 

三、工作地点 

甘肃省境内或深圳 

四、应聘方式 

（一）报名程序 

1.邮箱简历搜集截止时间 2017年 1 月 20 日 18:00 整。 

2.有意者请登陆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官方网站 http://www.ghatg.com “招贤纳士-下载中心”

栏 目 或 甘 肃 省 金 融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www.gsjrzb.cn/“人力资源-人才引进”栏目下载并

填写《甘肃省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聘报名表》，将报名

表以附件形式发送至邮箱 gsjrzb@163.com，每人限报 2个岗

位，只接收网上报名。报名截止后 15 日内未收到考试通知

者，视作报名申请未通过。 

（二）录用程序 

招聘程序分为公开报名、资格审查、面试、背景调查、

体检、审批录用等六个环节。 

    五、薪酬待遇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授信审批官、总监及其他优秀人

员工资面谈； 

2.其他人员：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项补贴（午餐补贴、

通讯补贴、学历补贴、岗位资格证书补贴等）+五险一金+带

薪年假（法定节假日外）。 

六、有关要求 

1.应聘者应对个人填报信息及所提供资料内容的真实

http://www.ghatg.com/
http://www.gsjrzb.cn/


 

性和准确性负责，经核查与事实不符，取消录用资格； 

2.为保证及时收到相关信息、通知，请保持通讯畅通，

如应聘者联系方式发生变更，请及时告知我们； 

3.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联系人：秦先生    联系电话：(0931) 8839532 

 

 

 

 

甘肃省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