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所属企业招聘报名联系方式

单位全称 单位简称 单位网址 工作地点
报名联系

人
联系电话 报名邮箱 备注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铜川矿业 http://www.tckwj.com 陕西省铜川市 白  恒 0919-2101678 tckwjrlzyb@163.com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韩城矿业 https://www.hckwj.com 陕西省韩城市 邢军海
0913-5261348
13992363663

2475440871@qq.com

澄合矿业有限公司 澄合矿业 http://www.chkygs.com 陕西省澄城县、合阳县 白  锋 0913-6791187 smchkyzp@163.com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蒲白矿业 http://www.pbkygs.com/ 陕西省蒲城县、白水县、黄陵县 侯文泉 0913-7560028 11173899@qq.com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彬长矿业 http://www.bchgs.com/ 陕西省长武县、彬州市 李何红 029-33191602 bchzp@qq.com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黄陵矿业 http://www.hlkyjt.com.cn/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双龙镇 徐泳铎 0911-5585086 huanglky@163.com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 陕北矿业 http://www.sncoal.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府谷县 王女士 0912-3505979 sbkyzp2023@163.com

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 榆北煤业 http://www.ybcoal.com/ 陕西省榆林市 范建国 0912—3383525 ybmyzp@163.com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红柳林矿业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张  帅 0912-8519866 hllkyzp@qq.com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柠条塔矿业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康学寿 0912-8013555 NTTRLZY@163.COM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张家峁矿业 http://www.zjmky.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贾耀光 0912-8028030 ZJMKYHR@163.com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神南产业 http://www.sndevelop.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崔卫鹏 0912-8308728 sncyrz@163.com

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 小保当矿业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张  鹏 0912-8602518 xbdgsrlzyb@163.com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煤层气公司 http://www.shxmcq.com 陕西铜川、渭南、榆林地区 张女士 029-81772296 smcqzhaopin@163.com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渭化集团 http://www.wei-he.com.cn 陕西渭南市、彬州市 闫艳萍 0913-2106063 whrqb@163.com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化集团 http://www.shhggroup.com 陕西渭南市华州区 王浴钰 0913-3088048 shmhghr@163.com

陕西陕焦

化工有限
公司

本部 陕焦公司 http://www.sxcoking.com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 王  莉 0913-8677258 sjgsrlbb@163.com

黄陵焦化 黄陵焦化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 贾  蕊 0911-3730079 hlmhrl@163.com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蒲洁能化 http://www.chinapcec.com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渭北煤化工业园 张  琨 0913-8186033 pcechrm@126.com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元化工 https://www.sxbychem.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慕艳梅

曹  颖
0912-8498685 sxbyhgjt1020@163.com

神木煤化

工产业有
限公司

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能源发展 http://www.smsmny.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任  旺
马泽川

0912-8101227 renqibu2017@163.com

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天元化工 https://www.tyci.com.cn/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许  涛 0912-8499279 tyhghr@163.com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神木富油 http://www.fuyounengyuan.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郝雄耀 0912-8492611 fuyoukeji2006@163.com

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化发展 http://www.smjtsmdh.com/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薛慧妮 0912-8455684 smdhhr5684@163.com

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胜邦科技 http://www.spangchem.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26号1栋10楼

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39号1幢1单元7层
王秉懿

座机：021-33932219

转8113
手机号：15221387752

graduate@spangchem.com

只限应

届毕业
生

中亚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中亚能源 http://www.chinacaec.cn/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 党思微 18629645649 dangsiwei@chinacaec.cn

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神渭管运 http://www.smswgy.com 陕西榆林、延安、渭南地区
郭  辉
张淑怡

0913-2073552 smswgyzp@163.com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化学 陕西榆林 王女士 0912-3732195 ylhxzpw@163.com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陕钢集团 http://shaangang.com/ 陕西韩城、勉县、柞水及国内相关地区 杨云云 029-68515021 shanganghr@163.com

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铁流集团 http://www.shrlig.com/ 陕西榆林或神木地区 杜  超 029-81133026 tljtzp2202@126.com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重装集团 http://www.xazgzb.com/ 上海西安高陵铜川渭南蒲城 苏  昊 029-82210861 xazgzbzp2023@163.com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陕建机 http://www.scmc-xa.com/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11

号
王老师

029-86969638
029-82592238

SCMC_HRD@163.com

陕西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科技 http://www.smstsn.com 陕西西安、富平、黄陵、韩城、陕北 霍维莹 15389062986 576869740@qq.com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集团 http://www.shxmhjs.com/ 陕西、甘肃、内蒙、青海、新疆等省市 刘军强 029-86532157 smhjsjthr@163.com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研究院 http://www.sxccti.com/ 西安、深圳、上海

郝阳洋

（西安）
李  瑶

（深圳）
唐垂见

（上海）

029-81772070
0755-23696894

18817638257

新材料：634564241@qq.com；
新能源：xinnengyuansuo@163.com；

化工：smyjy_hg_hr@163.com；
深圳院：szsmyjyzp@126.com（材料）

上海院：shsmyjynt@yeah.net（化工、
能源、材料）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销集团 http://www.smyxjt.com/ 陕西榆林、神木、黄陵、铜川、韩城 郭瑞莉 029-89283191 1840918004@qq.com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集团 http://www.shccmg.com/
陕西彬州、长武、黄陵和榆林地区、重

庆地区
刘嘉琳 029-81772178 845701461@qq.com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府谷能源 http://www.smfgny.com/ 陕西榆林、府谷 王江鹏 0912-8807050 smfgnyzp@163.com

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能源 http://www.shccineg.com/ 陕西、河南、福建、天津 胡  鑫 13991124717 xxnyzp@126.com

陕西煤业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业集团 http://www.smhsyjt.com/
陕西铜川、蒲城、澄县、安康、黎平、

镇安、榆林、神木
陈  鹏 029-81772408 2398320495@QQ.COM

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合力 http://www.shccigfp.com 陕西榆林地区 樊溪辰 13772053731 ylhl_hr1017@163.com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新疆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公司 新疆自治区 田锋利 13379208092 15099078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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