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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公司人员需求情况

序号 公司 工作地点 在产车型
需求
人数

报到时间 劳动强度

1 杭州湾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 帝豪、星瑞、星越、缤瑞 80 3月20日 6天10-11小时，两班倒

2 长兴公司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新基地 60 3月20日 6天8小时，白班

3 PMA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 ZERO 20 3月20日 5天8小时，白班

4 路桥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 远景 20 3月20日 6天10小时，白班

5 大江东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大江东 ICON 20 3月20日 6天10小时，白班

6 小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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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院校专向政策

根据学生在企实习表现，毕业时进行学生评优表彰、奖励；

按在校表现享受集团奖学金政策；

报销报到路费及体检费；

针对本次内部院校（工学交替实习）专科学生需入企学习认知1年，本科生需入企学习认知6个月，

并可享受6000元学费返还政策（专科以500元/月返还，本科以1000元/月返还）；

为此批学生提供专业相关岗位，输出培养方案，岗位如下：

序号 公司 需求岗位

1 杭州湾公司 班组长、设备类、质量检验类储备培养岗位

2 长兴公司 班组长、设备维修、质量检验方向S、A类岗位

3 PMA杭州湾项目 设备维修工、叉车工、喷漆工、班组长等S、A类岗位

4 路桥公司 班组长、设备类、质量检验类储备培养岗位

5 大江东公司 班组长、设备类、整车检验岗、OP手等岗位



吉利汽车宁波杭州湾公司简介

杭州湾公司



吉利汽车宁波杭州湾制造基地位于

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

杭州湾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地处浙江省宁波市北部，杭州湾跨

海大桥南岸，位于上海、宁波、杭州、

苏州的中心。

杭州湾新区以制造业为主，结合了

汽车整车研发、制造及零部件制造为一

体，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城”。

地理位置





神仙居 -早知神仙居，何必去黄山 (台州)

宛委山 -浙江省内最大樱花林 (绍兴)

海皮岛景区 -大型室内四季恒温水世界

方特东方神画栲栳山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革命根据地之一

鹤鸣古镇

方家河头 -千年古村落

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 -世界级观鸟圣地

游



• 再回首泡椒牛蛙 新区川菜人气榜第1 (贵安路)

• 马路边边串串香 新区火锅人气榜第1 (金泰街)

• 串儿的故事 新区烤串人气榜第1 (辰山路)

• 再叙老街 新区烧烤人气榜第1 (金泰街)

世纪城社区

• 乐欧酵室 美食评价榜/口味榜第1

• 小杨生煎 小吃快餐热门榜第1

• 么喱烤肉 新区烧烤人气榜第2

• 西湖书堤 美食热门榜第1

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食



 水果店

 理发店

 超市

 快递收发室

 药店

 面馆、饭店

 自助银行存取款机

 生活区员工活动中心

住

宿舍外部设施（一体化商贸街）

四人间标准 24小时热水 独立卫浴

 空调

 热水器

 独立卫浴

 楼层自助洗衣机

 楼层公用开水器

宿舍内部设施

生活区靠近厂区，上班便捷

上班不迟到，多睡十分钟



吉利汽车-海皮岛景区-世纪城购物中心-杭州湾世纪城站(终点)5号线

吉利汽车-海皮岛景区-世纪城购物中心-清芷园-白鹭园-世纪城西-合生创展-杭州湾医院-杭州湾湿地-方特站(终点)7号线

吉利汽车-海皮岛景区-世纪城购物中心-杭州湾世纪城站(终点)221路

298路 余姚北站(起点)-吉利汽车-海皮岛景区-合生创展-杭州湾医院-杭州湾新区长途汽车站-方特站(终点)

大巴路线可到余姚北站

方特站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余姚北站

常用公交线路

(距离公司8.5km 驾车14分钟)

大巴路线可到宁波栎社机场、宁波南站、上海、苏

州、无锡、南通、常州、昆山、嘉兴、平湖

杭州湾新区汽车客运站

(距离公司9.3km 驾车11分钟)



杭州湾基地-双班生产-做六休一

我们的薪资标准我们的薪酬结构

关于吉利-薪酬体系

1-3个月综合薪资：

4000+元/月-5500元/月

4-实习结束综合收入：

5000+元/月-7000元/月



路桥公司介绍



公司概况
COMPANY PROFILE

吉利汽车路桥公司，毗邻机场、深水港、高速公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公司占地面积102万平

方米（现使用面积791亩），现有员工1400人左右。

公司于2002年8月28日正式开工兴建，2004年11月28日四大工艺竣工，总投资49.1亿元，是吉利汽

车集团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目前主要A0级SUV远景X3系列车型。

员工占地面积分 总投资兴建日期



2017年正式上市

2019年全新远景X3焕新上市

• 超值配置，悦享科技

• 中国唯一6万级CVT自动挡SUV

• 填补吉利小型SUV市场空白

• 高品质做工与操控

产品介绍
PRODUCT PRESENTATION



园区环境
PARK ENVIRONMENT

生活区



生活配套
LIFE MATCHING

食堂



生活配套
LIFE MATCHING

宿舍



吉利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合理的薪资水平，公司定期进行薪资的回顾和调整，确保薪资待遇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我们的薪资标准我们的薪酬结构

关于吉利-薪酬体系

实习期综合薪资：

固定工资，2800+500（餐补房补）+上

岗补贴100-500=3300-4000元

加班工资，超过8小时按照15.2元一小时

第3个月领正式工收入：

整体计件制，平均约4000-6000元/月

实习1个月，试用1个月（岗位工资90%）
每月20日前发放上月工资

另外内部学校学生学费补贴500元/月，为期12个月。



关于吉利-其他相关

 工作时间

综合工时制，根据产量调整作息，每月出勤20-27天，现阶段为单班生产模式，日出勤时间约9-12小

时；

 用餐

公司设有多个食堂和小吃店，供应早、中、晚餐，消费水平约30元/天，公司发放餐补300元/月；

 住宿

公司提供宿舍，4人间（房租费330--380元/间/月，按人数均摊），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热水器和

免费WiFi ，公司发放房补200元/月；



要工作 更要生活

电影院5分钟
市区10分钟

购物广场5分钟

台球室
图书室健身房

四人间宿舍

客运中心5分钟

独立卫浴
空调

热水器Wi-Fi 投币洗衣机



领克汽车PMA项目简介

2 0 2 1年 3月



宁波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门户地区，

是上海、杭州、苏州等都市的几何中心，周边

拥有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萧山、宁波栎

社四大国际空港。

在建的国内首条杭绍甬智慧超级高速公路、

新区内一类通航机场以及正在规划的沪嘉甬跨

海高铁、沪甬城际铁路、杭州湾全域旅游轨道

交通、宁波至新区城际铁路等大型交通设施，

使新区与周边城市群实现1小时“同城化”发

展。

地理位置

PMA工厂

梅山工厂

余姚工厂



• 占地面积约1946亩，厂房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

• 项目于2018年11月底开工建设，计划2021年8月投产

• 肩负着成为领克新能源标杆工厂的重要使命，各车间均采用业内先进工艺和一流设备，将打造一个高柔性、智能、敏捷、透明、清洁、宁静、环保的

精益标杆工厂

• 基于吉利和沃尔沃联合开发的、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模块化PMA架构，匹配世界先进的纯电动动力系统，生产具备行业先进性和持续生命周期的高端

品牌纯电动汽车

PMA项目介绍



一款纯电动豪华车

9月23日发布

零百加速＜ 4S

NEDC续航里程
700+KM

麋鹿试验 80+KM/H

浩瀚架构首款作品 纯电豪华轿跑 ZERO concept



餐厅节日活动：免费尝鲜的小福利，日常就餐的小惊喜



双人间，所有房间均配备高速宽带接口和

无线wifi接口、全自动洗衣机、集中提供热

水、独立空调、独立高档卫生间及双开门

更衣柜等设施；

Dormitory

服务理念：微笑、主动、体贴、真诚

员工宿舍



双人间，所有房间均配备高速宽带接口和无线wifi接口、全自动洗衣机、集中提供热水、独立空调、

独立高档卫生间及双开门更衣柜等设施

PMA宿舍标准及配套



激情奋斗 生生不息，多维度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长兴∙印象

吉利-长兴基地

Huzhou Impression



★地理位置：位于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区域中心，苏浙

皖三省交界，太湖西南岸，

★周边辐射：上海、杭州、南京、合

肥等大中型城市26个。

长兴在哪里？

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目的地 所需时间

北京 5小时

上海
（建设中）

30分钟

深圳 7小时

武汉 4-5小时

南京 40分钟

杭州 25分钟

长兴印象



周边旅游、出行方便

60分钟周边游：乌镇、西塘、千岛湖、南京秦淮河--美龄宫--中山陵

长兴印象

30分钟周边游：杭州西湖、西溪湿地、杭州亚运城、德清莫干山、安吉天荒坪

90分钟周边游：上海迪士尼、安徽徽州古城、扬州瘦西湖

90分钟

60分钟

30分钟

长兴



长兴基地项目介绍

综合楼

废料处理车
间

冲压车间焊装车间总装车间 交检间发运中心 油化库

技能实训中心危废库110降压站配送中心

小涂装

综合站房

涂装车间

制造中心

总占地面积：1470亩
总建筑面：约54.9万㎡

试车跑道

开工建设

2018年12月
首台车下线2021年2月 上市2021年

达到设计产能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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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基地环境介绍-生活区

6 ＋ 1
静谧舒适宿舍楼

食堂＋活动中心

人车分流

让每个奋斗者都能在结束工作后，安心舒适

入眠

入微测算
 工作→就餐路程步数精算

 宿舍→工位时间秒级精算

“0”断带交通
出门即公交，左转即高铁，让各地的同事交

通“0”断带

舒心生活
丰富餐饮

图书馆、放映厅

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环形塑胶跑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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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宿舍区

员工就餐区 员工宿舍 健身活动室

长兴基地环境介绍-生活区

室外篮球场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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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基地员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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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基地综合薪资福利

普通蓝领
7.5-10万/年

高级蓝领
10万/年-13万/年

大师蓝领
14万+/年

带薪年假

节日福利

季度福利优惠购车

优惠购房

六险一金

大学生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 标准 补贴标准

（每人每年） （每人每月） （每人每年）

1 统招本科 其他全日制本科 5000 2年 500 3年 2500 3年

2 统招专科 全日制专科高职 3000 2年 400 3年 2500 3年

2020年

序

号

人才

类别
人才类别

安家补贴 租房补贴 就业补贴

年限 年限 年限

大学生

6天8小时
4200--5500
超时核算加班费

学费补贴：
专科500元/月
本科1000元/月





大江东在哪里？

大江东位于杭州市区东部，钱塘新

区东北部的沿钱塘江区域。目前为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引

领区；

上接湖州，嘉兴、上海，毗邻绍兴、

宁波、舟山等地，地铁、高铁便利，闲暇

之余游遍浙江~



吉利杭州汽车有限公司（大江东）隶属于浙江吉

利控股集团，以生产新能源汽车为主，距总部约35公里。

公司整体包括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生产车间，

以及与之配套的小涂装、试车跑道等生产辅助功能单元；生

活区配有健身区、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台

球馆、桌球室、职工活动中心等休闲配套设

施，包含车身、涂装、总装三大厂部、制造装备部、技术质量

部等各部门，岗位范围涵盖汽车制造各领域各系统。

购置世界先进水平的数控伺服压力机、起重机、珩磨机、

三坐标测量机和焊接机器人、喷漆机器人等生产和检测先

进设备，在这里你能亲身感受世界先进的整车制造生产设备，

探寻最优质的汽车制造流程，快来涨知识~



提供岗位： 需求人数： 需求专业： 入职陪伴： 发展陪伴： 单身狗福利：

汽车装配 1-本次面试可直接与主管领导面对面

OP手 2-入职后详细介绍职业发展路径及方向

整车质检 3-厂部关注培养，储备优秀伙伴

将选拔部分学子进入质量、设备体系，各部门在实习阶段储备培养班组长人才，期待更优秀的你~

20-40人

1-师傅一对一带教

2-专业职业发展指引

3-公司、厂部、班组专业培训

4-各类公司活动多多，期待参与

5-厂部领导座谈，助力入职适应

6-专职人力伙伴负责入职全流程

7-公司、厂部、科室三级快速反应

解决工作、生活各类问题

今年计划多举办大型相亲

会，联动周边各公司，努

力撮合俊男靓女

1-汽车制造与装配

2-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工业机器人

4-新能源汽车技术

5-汽车维修

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学子

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大江东）校园招聘信息



我们的薪资标准我们的薪酬结构

实习期前三月薪资：

2500+740（周六）=3240+加班工资

三月后依据所在岗位等级重新兑现薪资：

S+岗位、S岗位、A岗位、B岗位等各有不同

幅度薪资提升，看个人表现及厂部分派

签订劳动合同后可缴纳杭州社保，额外为本人

及父母购买一份商业保险、每年由公司续保

每月厂部激励、公司激励同等机会享受



我
们
的
公
司
环
境

生活区实景-就是这么美

两个员工食堂任你选公司干净、整洁、有序



健身区 娱乐区器械、力量区、跑步机等
羽毛球馆、台球馆、桌球室、乒乓

球台、职工活动中心等



周边购物、餐饮、游玩生活圈指引：地铁可达全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