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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吉威时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校园招聘简章（应届生） 

公司介绍 

北京吉威时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时代）是中国领先的地球空间信息技术提供商，长期致力于多源遥感

影像集成处理和地理信息综合应用服务的技术研究，具有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数据加工和信息服务的综合业务能力。 

吉威时代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GEOWAY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和数字摄影测量软件，在影像匹配

和地图表达等核心技术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其主要产品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居于领导地位 ，并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国土等行

业或部门。 

依托自主核心产品和综合集成技术，吉威时代为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模式下的地理空间数据工厂（GDF）和数据中心

（GDC）建设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卫星应用、资源调查、电子政务等国家信息化建设重点领域占据高位，拥有众多优质、

稳定的专业客户资源。 

十多年来，吉威时代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注重资源整合，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强，市场覆盖面逐步扩大。围绕＂专业化、

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战略，吉威时代正在努力打造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世界领导品牌。 

 

“技术为基础，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核心，品牌为始终。” 

——吉威发展观 

宣讲行程 

 郑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9 月 23 日（14:30 – 16:30） 

 宣讲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中心校区 3 号教学楼 3101 教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9 月 23 日（19:00 – 21:00） 

 宣讲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中心校区 201 宿舍楼北楼北 32 教室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宣讲时间：2016 年 9 月 25 日（14:00 – 16:00） 

 宣讲地点：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南湖校区环测楼 A508 会议室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0 日（18:00 – 19:30） 

 宣讲地点：太原理工大学虎峪校区梅花教室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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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0 日 18:00 – 19:30 

 宣讲地点：待定  

 桂林 

 桂林理工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3 日 18:00 – 19:30 

 宣讲地点：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 02319 报告厅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5 日 14:00 – 16:00 

 宣讲地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西区教三楼 111 教室  

 武汉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6 日 14:00 – 16:00 

 宣讲地点：武汉大学就业中心第一报告厅 

 武汉大学（博士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6 日 09:30 – 11:00 

 宣讲地点：武汉吉威空间信息技术研究院（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 19 号中科开物大厦 21 层） 

 武汉理工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16 日 19:00 – 21:00 

 宣讲地点：待定  

 青岛 

 山东科技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1 日（18:00 –19:30） 

 宣讲地点：山东科技大学黄岛校区测绘学院报告厅 J6-434     

 山东科技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2 日（14:00 – 16:00） 

 宣讲地点：山东科技大学黄岛校区测绘学院报告厅 J6-434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3 日（14:30 – 16:30） 

 宣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地理科学学院 420 教室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3 日（16:30 – 18:00） 

 宣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地理科学学院 301 教室 

 南京师范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3 日（19:00 – 21:00） 

 宣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地理科学学院 301 教室 

 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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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安排：2016 年 10 月 26 日（14:00 - 16:00） 

 宣讲地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阶梯二教室（综合楼、科研楼附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18:30 - 20:00） 

 宣讲地点：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民族楼 334 教室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宣讲时间：2016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待定） 

 宣讲地点：待定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博士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待定） 

 宣讲地点：待定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待定）    

 宣讲地点：待定 

 北京师范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待定）    

 宣讲地点：待定 

 首都师范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待定） 

 宣讲地点：待定 

 首都师范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待定） 

 宣讲地点：待定 

 沈阳 

 东北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6 日（18:30 – 20:00） 

 宣讲地点：待定 

 阜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8 日（18:00 – 19:30） 

 宣讲地点：阜新北校区测绘学院 207 教室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技术销售专场） 

 宣讲时间：2016 年 10 月 29 日（14:00 – 16:00） 

 宣讲地点：阜新北校区测绘学院 207 教室 

 

（招聘行程持续更新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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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计划 

2017 年校园招聘岗位一览表 

岗位类别 岗位编号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地点 

高端人才类 
GW01-2017 项目主管 博士 8 北京/武汉/南宁 

GW02-2017 高级产品经理 博士 1 北京/武汉 

技术销售类 GW03-2017 销售工程师 本科/硕士 20 北京/武汉 

产品服务类 
GW04-2017 项目经理（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维） 本科/硕士 26 北京/武汉 

GW05-2017 项目助理（数据处理方向） 本科/硕士 5 北京/武汉 

项目实施类 
GW06-2017 项目经理 硕士 25 北京/武汉/南宁 

GW07-2017 技术支持 本科/硕士 20 北京/武汉/南宁 

软件研发类 

GW08-2017 产品经理（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维） 本科/硕士 12 北京/武汉 

GW09-2017 产品经理（空间数据库/时空信息云平台/移动互

联网地图应用方向） 

硕士 4 北京/武汉 

GW10-2017 产品助理 硕士 8 北京/武汉 

GW11-2017 平台研发工程师 本科/硕士 10 北京/武汉 

GW12-2017 C++研发工程师（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

维） 

本科/硕士 15 北京/武汉 

GW13-2017 JAVA 开发工程师 本科/硕士 13 北京/武汉 

GW14-2017 .NET 开发工程师 硕士 5 北京/武汉 

GW15-2017 大数据技术开发工程师 硕士 1 北京 

GW16-2017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本科/硕士 2 武汉 

软件测试类 
GW17-2017 测试工程师（软件） 本科/硕士 4 北京 

GW18-2017 测试工程师（系统） 本科/硕士 4 北京/武汉 

管理职能类 

GW19-2017 PMO 专员 硕士 2 北京 

GW20-2017 企划专员 本科/硕士 2 北京 

GW21-2017 部门助理（业务部门） 硕士 2 北京 

GW22-2017 HR 专员 硕士 2 北京 

GW23-2017 资质管理专员 本科/硕士 1 北京 

GW24-2017 行政助理 本科 1 北京 

数据处理类 GW25-2017 数据处理工程师 本科 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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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说明 

高端人才类 

博士全部无聊无趣？博士都太呆板严肃？ 

不，一定会有文韬武略的博士！ 

只要你文能胸怀锦绣写论文，武能运智铺谋拿项目！ 

那恭喜你，吉威的offer会飞速到你手里！ 

来到吉威，你将： 

展现你的科研能力，攻坚克难研制解决方案； 

拓展你的实践能力，勇往直前开展项目实施； 

开发你的领导能力，高瞻远瞩带领团队成长。 

岗位编号：GW01-2017 

岗位名称：项目主管 

所属部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理信息工程中心 

招聘人数：8 

学历要求：博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南宁 

岗位职责： 

负责科研项目的选题、申报与实施管理；承担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参与产品规划与设计；负责产品解决方案的研究。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遥感，测绘，资源环境，计算机或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2、 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文档编写能力，掌握基础的项目管理和软件工程知识； 

3、 沟通表达和思维逻辑能力强，主力承担过重大科研或工程项目者优先。 

工作方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测绘，数字/智慧城市，地矿，水利，环保，减灾； 

地理信息工程中心：参与项目经营管理，深入业务模式研究。 

岗位编号：GW02-2017 

岗位名称：高级产品经理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1 

学历要求：博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产品线管理，统筹产品需求；产品策划、设计与推广；参与项目技术方案编写。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系统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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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少熟练使用一种数据库平台（Oracle、PostgreSQL）和空间数据库（Oracle Spatial 或 PostGIS）; 

3、 至少熟悉一种 GIS 平台，精通 ArcGIS 平台者优先；至少掌握一门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精通 C#与 Java 语言者优先； 

4、 熟悉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掌握软件开发理论知识，有开发经验者优先； 

5、 较强的组织协调及沟通能力，具备优秀的团队合作意识，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技术销售类 

既懂业务知识，又善客户交流，比产品经理面更广，比项目经理路更宽； 

吉威时代为你量身定制的专业化培养计划，助你快速成长为兼具专业技术和商务技巧的复合型营销人才！ 

在这里，你将具备： 

情报获取能力：深入业务骨髓，洞悉市场行情，获取第一手商机信息；  

客户维护能力：练就超高情商，读人读心，谈笑间快速引导客户需求； 

项目管理能力：升级项目管理达人，风险管控了熟于心，商务谈判无所不能，项目竞标所向披靡，实现客户与组织的利益双

赢； 

市场策划能力：掌控政策环境，发掘客户潜力，了解竞争态势，内部调动公司力量，外部应对市场风云，提出有前瞻性的市

场开发方向。 

岗位编号：GW03-2017 

岗位名称：销售工程师 

所属部门：遥感应用技术中心/地理信息工程中心 

招聘人数：20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面向特定行业/区域/产品/项目，开展市场调研和分析工作；定期进行客户拜访和关系维护，根据需要拓展新客户，组织技术

交流活动，引导和挖掘客户需求；参与项目策划，促进合作达成；负责招投标，商务谈判、合同执行等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 为人真诚、务实，亲和力强； 

2、 吃苦耐劳，抗压能力强，对出差和加班等工作模式有良好的适应性； 

3、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及项目策划能力； 

4、 有党团、社团、学生会工作经历优先。 

专业要求： 

遥感应用技术中心：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摄影测量与遥感，测绘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地理信息工程中心：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测绘科学与工程，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以及土地管理，资源环境等相关专业。 

产品服务类 

是你的技术支持，赐予了产品走向市场的勇气； 

是你的解决方案，满足了用户私人定制的需求； 

是你的分析设计，实现了项目化茧成蝶的梦想！ 

专业的软件平台，提供你释放洪荒之力的舞台；丰富的项目历练，成就你实现快速成长的梦想。 

在这里，你将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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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维护能力：了解用户需求，令客户满意程度提升； 

项目管理能力：掌握项目目标，使项目实施有条不紊； 

方案策划能力：充分发挥才能，让技术方案跃然纸上。 

岗位编号：GW04-2017 

岗位名称：项目经理（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维处理/环保） 

所属部门：遥感应用技术中心/环保项目部 

招聘人数：26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软件产品销售活动中的售前技术支持、现场数据分析、用户解决方案提供等系列工作；配合项目主管开展市场分析、策

划、推广工作及参与项目实施管理； 

任职要求： 

1、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摄影测量与遥感，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工程、土地资源管理、环

境等相关专业； 

2、 熟悉相关数据处理软件，如ArcGIS、ENVI、ERDAS、LPS、INPHO、PS、3DMAX、SolidWorks、maya、

corelDRAW等，有相关项目（或课题）背景者优先； 

3、 性格外向，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及宣讲感染力，抗压性强，能经常出差。 

岗位编号：GW05-2017 

岗位名称：项目助理（数据处理方向） 

所属部门：软件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5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数据项目生产管理或监理；负责数据生产工艺的制定；组织产品试生产、推广及技术支持工作，包括生产方案撰写、产

品推广、技术培训与服务工作。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相关专业，熟悉地图出版、GIS、遥感、三维建模、点云处理相关软件使用者优先； 

2、 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意识，客户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 

3、 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在一定的压力下完成工作。 

项目实施类 

听说你早就摩拳擦掌，想将书本知识化为实践能力？ 

听说你早就跃跃欲试，想在专业领域开疆扩土？ 

听说你早就翘首以盼，期待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努力？ 

现在机会来了，吉威将为你提供足够的展示平台，各种高端项目等着你一一攻克； 

在这里，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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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行业内的精英人才，取长补短让自己进步飞快； 

获取领域内的项目资源，多方支持让工作得心应手； 

感受团队内的融洽氛围，协同合作让友情与日俱增！ 

岗位编号：GW06-2017 

岗位名称：项目经理 

所属部门：地理信息工程中心 

招聘人数：25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南宁 

岗位职责： 

配合项目主管开展项目实施管理、产品策划推广工作；负责项目全生命周期实施，主要包括需求分析与功能设计等工作，；负

责项目售前、售后技术支持工作。 

任职要求： 

1、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土地管理、资源规划，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2、 掌握 C#、C++、VB、Java 等语言中的一种，具备数据分析和关系数据库的基本知识； 

3、 学习能力强，动手能力强，执行能力强，具备良好的文档撰写能力； 

4、 有过相应软件工程、数据工程类项目经验者优先。 

岗位编号：GW07-2017 

岗位名称：技术支持 

所属部门：地理信息工程中心 

招聘人数：20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南宁 

岗位职责： 

配合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开展项目实施工作；参与模块的需求分析与专项功能设计及项目售前售后技术支持工作。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遥感、规划、国土、水利、环境、测绘工程、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硕士； 

2、 熟练使用常用 GIS 或遥感软件，具备良好的数据分析与建模能力； 

3、 熟悉数据库理论知识，熟练使用 Oracle/SQLServer/PostgreSQL/MySQL 等数据库系统（一种及以上）,有数据库应用

开发经验者优先； 

4、 沟通与表达能力好，具备良好的文案编写基础。 

软件研发类 

如果你既是编程高手，又是技术达人； 

不仅可以像设计师一样的脑洞大开，又不失科研人的执着严谨。 

如果你既是产品的专业管家，又是战略的落实能手， 

不仅可以为技术提供有力支撑，又可以成为项目的实施帮手。 

那么我们诚邀您加入吉威，和部门成员并肩作战，支撑项目实施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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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将拥有： 

超强的技术研发能力：思维缜密潜心研究，使技术难题一一破解；  

优异的分析归纳能力：需求分析直击核心，使用户需求清晰明了； 

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团队成员头脑风暴，使默契程度节节攀升。 

岗位编号：GW08-2017 

岗位名称：产品经理（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维） 

所属部门：软件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12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软件产品技术分析、试验、需求分析、产品设计、项目实施。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摄影测量与遥感及计算机相关专业； 

2、 具有较强的问题分析能力、文档写作及方案策划能力，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3、 熟悉 GIS 矢量数据模型、拓扑模型等，熟悉 GIS、RS、CAD、3DS 等相关软件； 

4、 有地形图、电子地图、专题图相关项目经验者优先； 

5、 有遥感应用方向项目经验者优先； 

6、 三维建模、点云处理相关软件使用者优先。 

岗位编号：GW09-2017 

岗位名称：产品经理（空间数据库/时空信息云平台/移动互联网地图应用方向）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4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产品的策划、定义、跟踪执行等产品管理工作；带领产品团队开展业务调研、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及研发测试等相关工

作。 

任职要求： 

1、 计算机、软件工程、地理信息、遥感、规划、国土等相关专业；  

2、 至少熟练使用一种数据库平台（Oracle、PostgreSQL）和空间数据库（Oracle Spatial 或 PostGIS）; 

3、 至少熟悉一种 GIS 平台，精通 ArcGIS 平台者优先； 

4、 了解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的软件开发理论知识，有开发经验者优先； 

5、 较强的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归纳能力、文档撰写能力，能用清晰简洁的语言传达复杂的概念。 

岗位编号：GW10-2017 

岗位名称：产品助理 

所属部门：地理信息工程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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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人数：8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南宁 

岗位职责： 

协助产品经理开展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培训材料编制、产品运维、技术服务产品运维、辅助进行项目管理。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遥感、规划、国土、水利、环境等相关专业； 

2、 熟练使用常用 GIS 或遥感软件，具备良好的数据分析与建模能力； 

3、 熟悉数据库理论知识，熟练使用 Oracle/SQLServer/PostgreSQL/MySQL 等数据库系统（一种及以上）,有数据库应用

开发经验者优先； 

4、 了解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的软件开发理论知识，有开发经验者优先；  

5、 具备良好的文案编写基础及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好，抗压性强。 

业务方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多规合一，减灾，影像库； 

地理信息工程中心：空间数据库管理与应用、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库制图，时空信息云平台、三维可视化。 

岗位编号：GW11-2017 

岗位名称：平台研发工程师 

所属部门：软件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10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核心基础平台的系统分析、架构设计、软件研发。  

任职要求： 

1、 3S、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2、 掌握一种以上开发语言：C、C++、JAVA、C#等； 

3、 熟悉一种以上相关技术：QT、Linux、OpenGL、GDAL、PostGIS、工作流、网络通信、大数据分析等； 

4、 有空间数据渲染、并行编程、数据库应用、数据库引擎等开发经验者优先。 

岗位编号：GW12-2017 

岗位名称：C++研发工程师（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维） 

所属部门：软件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15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负责 GIS 与地图/遥感/摄影测量/三维各方向相关软件产品的开发或专业算法研究。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摄影测量、计算机或相关专业，熟悉 C++设计和开发； 

2、 精通图形图像显示（二维、三维、立体）、编辑、打印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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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熟悉图形图像处理技术，有空间分析、影像处理、图像分割、分类解译相关算法及软件开发经验者优先； 

4、 熟悉 GIS 数据模型、拓扑模型等，精通 CAD 编辑处理、地图制图相关软件使用及开发经验者优先； 

5、 有点云处理算法、三维建模开发、三维引擎开发或三维模型交互处理开发经验者优先。 

岗位编号：GW13-2017 

岗位名称：JAVA 开发工程师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13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参与系统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参与系统开发、集成与单元测试；参与系统需求分析。 

任职要求： 

1、 GIS、遥感或计算机软件等相关专业； 

2、 熟悉面向对象分析、设计与编程思想，熟悉 JAVA 语言，了解前端 HTML+JS+CSS 开发； 

3、 熟悉至少一种 GIS 平台，如 ArcGIS、Supermap、MapGIS 等； 

4、 熟悉至少一种大型数据库，如：Oracle、SQLServer、PostgreSQL、MongoDB 等，有数据库应用开发经验者优先； 

5、 热爱软件开发工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具备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岗位编号：GW14-2017 

岗位名称：.NET 开发工程师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5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参与系统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参与系统开发、集成与单元测试；参与系统需求分析。 

任职要求： 

1、 GIS、遥感或计算机软件等相关专业； 

2、 熟悉面向对象分析、设计与编程思想，熟悉至少一种开发语言，如 C#、C/C++等； 

3、 熟悉至少一种 GIS 平台，如 ArcGIS、Supermap、MapGIS 等，有 C#+ArcEngine 开发经验者优先； 

4、 熟悉至少一种大型数据库，如：Oracle、SQLServer、PostgreSQL、MongoDB 等，有数据库应用开发经验者优先； 

5、 热爱软件开发工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具备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岗位编号：GW15-2017 

岗位名称：大数据技术开发工程师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1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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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负责大数据技术研究；负责大数据产品设计与研发；参与大数据产品策划。 

任职要求： 

1、 GIS，遥感或计算机软件等相关专业，掌握 GIS 专业知识； 

2、 掌握 Java 开发语言，有大型 Java 项目开发经验者优先； 

3、 硕士期间研究方向为大数据相关课题，掌握大数据技术，有大数据开发经验者优先； 

4、 热爱软件开发工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具备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岗位编号：GW16-2017 

岗位名称：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招聘人数：2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武汉 

岗位职责： 

参与系统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参与系统开发、集成与单元测试；参与模块白盒测试。 

任职要求： 

1、 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 

2、 熟悉面向对象分析、设计与编程思想；熟悉 JAVA, JS, HTML 语言，了解 SSH，能编写基本的 SQL 语句； 

3、 热爱软件开发工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具备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有相关软件开发实习经验或能实习半年以上者优先。 

软件测试类 

完美主义被人诟病？处女座的你总是被黑？  

别伤心，赶快加入吉威测试部门吧！ 

来到这，你的严谨认真将被充分赏识！ 

在这里，你将成为： 

攻城狮的智囊团，严格把关为打造产品出谋划策； 

研发成果的质检员，检测程序助力产品完善升级； 

产品用户的贴心人，编写文档让产品使用更加便捷。 

岗位编号：GW17-2017 

岗位名称：测试工程师（软件） 

所属部门：软件技术研发中心（测试一部） 

招聘人数：4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负责软件产品的缺陷分析；软件产品测试设计和用例编写；软件方向产品测试执行及汇报。 

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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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摄影测量与遥感等相关专业； 

2、 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较强的问题分析能力、方案策划能力； 

3、 熟悉 Arcgis、CAD、eCognition 相关软件，有测试理论知识或有测试经验者优先； 

4、 熟悉地图制图相关软件使用，有航空、航天空三、正射影像制作项目经验优先。 

岗位编号：GW18-2017 

岗位名称：测试工程师(系统) 

所属部门：系统技术研发中心（测试二部） 

招聘人数：4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武汉 

岗位职责： 

参与制定软件测试方案与计划；编写测试用例，参与测试用例评审；测试前准备工作；执行测试用例，提交缺陷，跟踪缺陷

状态；编写测试报告、用户手册等相关文档。 

任职要求： 

1、 GIS 相关专业，有国土、水利、国情、卫星遥感项目实习经验者优先； 

2、 熟悉软件研发过程和软件测试流程，掌握测试用例的设计方法； 

3、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4、 具备良好的文档编写能力，热爱软件测试工作，做事认真细心，善于从重复性的工作中提炼工作方法； 

5、 了解一种面向对象语言，如 C#、VB、Java、C++，具备一定的开发功底的人员优先。 

管理职能类 

不懂软件？不会技术？  

没关系，吉威依然欢迎你， 

只要你心思缜密，能成为吉威百事通，那行政前台就是你！ 

只要你活泼睿智，能慧眼识别真人才，那招聘专员就是你！ 

只要你聪明伶俐，能上传下达做沟通，那部门助理就是你！ 

来吉威，你将具备： 

组织协调能力：准确理解各方意图，沟通协调促进部门凝聚力； 

沟通表达能力：言语表达清晰易懂， 应对各种场合游刃有余； 

文案策划能力：各类办公软件驾轻就熟，搞定文案策划轻而易举。 

岗位编号：GW19-2017 

职位名称：PMO 专员 

所属部门：项目办 

招聘人数：2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负责项目成果管理和采购合同管理；配合项目库管理；配合部分项目立项、结项、关键节点的组织和监管；配合项目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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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建设与运行；配合外包管理。 

任职要求： 

1、 GIS，遥感，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GIS 遥感相关项目管理经验优先； 

2、 踏实稳重，工作细致、认真、有责任心，灵活变通； 

3、 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有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岗位编号：GW20-2017 

岗位名称：企划专员 

所属部门：市场部 

招聘人数：2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参与公司市场宣传、品牌建设与推广相关工作；参与企业自媒体运营维护；负责各类 PPT 设计与制作。 

任职要求： 

1、 制图专业、GIS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有文字编辑或绘画特长者优先； 

2、 熟练掌握 PPT 制作与应用技巧，熟练使用 1-2 种图片编辑软件； 

3、 能稳定在部门长期实习半年以上，有学生会、校园编辑/记者站或社团活动经历者优先。 

岗位编号：GW21-2017 

职位名称：部门助理 

所属部门：遥感应用技术中心/数据工程事业部 

招聘人数：2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协助部门经理、项目主管做好部门项目实施监控、服务管理流程监督，协助进行部门人员招聘、培养及管理工作。 

任职要求： 

1、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或 GIS 相关专业背景优先； 

2、 熟悉各种办公类软件及信息化管理工具，对项目管理、客户服务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浓厚兴趣，具备主动服务意识，

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3、 为人正直，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有强烈的上进心及开拓精神，个性开朗，亲和力强； 

4、 做事认真负责，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岗位编号：GW22-2017 

职位名称：HR 专员 

所属部门：人力资源部 

招聘人数：2 

学历要求：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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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配合部门进行人力资源各项业务的开展与组织、监督、执行。 

任职资格：  

1、 较强的文字能力、沟通与组织协调能力； 

2、 亲和力强，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良好的职业素养及团队合作意识。 

岗位编号：GW23-2017 

岗位名称：资质管理专员 

所属部门：质量管理部 

招聘人数：1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资质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组织公司知识产权申报，参与公司各类专项资质的认证等工作。 

任职要求： 

1、 计算机，软件，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能快速进行数据统计； 

2、 形象气质佳，沟通能力强，有一定的抗压能力；有党团、社团、学生会工作经历优先。 

岗位编号：GW24-2017 

岗位名称：行政助理 

所属部门：办公室 

招聘人数：1 

学历要求：本科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处理等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 行政管理，文秘，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 

2、 形象气质佳，积极向上，吃苦耐劳，为人正派，应变能力强； 

3、 熟练操作办公软件，有社会实习经验者优先。 

数据处理类 

地图基础的缔造者，影像数据的造型师；  

忍得了繁琐，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的一定是你！ 

来这里，你将成为数据处理大师； 

利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让数据为我所用，让数据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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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编号：GW25-2017 

岗位名称：数据处理工程师 

所属部门：数据工程事业部 

招聘人数：5 

学历要求：本科 

工作地点：北京 

岗位职责： 

负责电子地图数据生产项目，资源调查项目，遥感影像数据加工处理等工作。 

任职要求： 

1、 地理信息相关专业，工作细心，能适应长期电脑前操作的工作状态； 

2、 熟练使用图形、图像处理相关软件，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3、 接触过 AutoCAD、Erdas、PhotoShop、CorelDraw、Arcgis 等软件者优先。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22 号万商大厦 16 层   

网址：www.geoway.com.cn 

电话：010 – 68638580/1/2/3 

招聘热线 

010-68638580-2200   18722407230   联系人：孙女士 

010-68638580-2604   15201442201   联系人：苏女士 

027-87565132-5018   13871017037   联系人：李女士 

简历投递 

投递邮箱： 

应届生：hr@geoway.com.cn 

博士：etrc@geoway.com.cn 

实习生：intern@geoway.com.cn 

邮件格式：应聘岗位+姓名+学校+学历； 

温馨提示：简历请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 

福利待遇 

通过面试和考核的学生，公司可提供： 

1、 带薪实习机会，解决住宿；  

2、 实习生待遇为 2000-5000 元/月； 

3、 优先解决实习研究生北京市户口。 

 

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吉威时代招聘官方微信（见下方二维码）以获取最新信息。 

http://www.geoway.com.cn/
mailto:hr@geoway.com.cn
mailto:etrc@geowa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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