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中钞科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020 校园招聘简章 

一、 公司基本简介 

深圳市中钞科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钞科信）于 2007年 3月 28日成立，是由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钞长城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中科院成都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678）、信达投资三方合资组建，注册资本 5000 万，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并通过 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 管理体系

认证。 

中钞科信公司拥有一支以博导、硕导、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组成的近 300 人的员工队伍

(其中博士生导师 1名，博士 5名，硕士 84名，高级工程师 16人，中级职称 53人)，并设

有技术研发中心和全国性的销售服务网络，作为中国印钞造币领域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承担企

业，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拥有七十余项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 

中钞科信公司聚焦于图像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在智能视觉技术应用研发和工业视觉检测

装备制造等方向持续大投入深度开发，取得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世界领先的技术成果。

公司秉承向客户提供国际一流视觉技术水准的产品，中国本土化的价格和服务标准的经营理

念，扎实、深入理解目标行业应用需求，以科学认真的态度和一流的产品技术服务于客户，

与客户共赢发展。 

中钞科信公司的视觉技术与产品不仅在人民币各个生产环节中大力应用，而且也在高端

防伪印刷领域规模化推广应用，是印制行业机器视觉检查设备的核心供应商和印制工艺改革

的核心技术骨干企业，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能从制版、防伪线、钞票纸、印钞工序以及现金

流通提供全套机器视觉质量检测解决方案的高技术企业。同时，在液晶面板玻璃视觉检查，

银行卡和智能卡制造等领域均实现了对国外知名企业产品的国产化替代与技术超越，并得到

了行业用户的一致认可。 

公司网址：http://www.cbpm-kexin.com/ 

 

二、 2020 校园招聘岗位需求 

工作地点: 成都市一环路南 2段 16号科分院计算所内 

需求岗位 1: 

算法工程师（图像处理方向）                        10人 

岗位要求：  

1、 负责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算法的研究和检测模块的具体实现。 

2、解决项目中具体的图像处理问题。提供图像处理算法，提供算法适用范围，并长期跟踪

算法运行情况。根据算法运行稳定性、准确性等问题，对算法进行提升改进，并能最终解决

http://www.cbpm-kexin.com/


实际问题。 

3、参与整个项目的规划，提出提高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效果，速度的方案。  

进行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算法研究。 

4、收集研究行业内新的技术、算法，不断提高系统对图形图像识别的效率与准确率。 

5、掌握最新的图像处理，图像识别的应用和技术，并运用在项目中。 

6、根据理论研究形成学术论文、专利、项目核心算法等实际成果转换。  

所需专业： 

1、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应用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2、精通图像处理算法和机器学习算法。 

3、深入了解深度学习算法，熟悉 caffe, Tesorflow，Torch框架的一个或多个，能独立配

置和训练网络。 

4、熟练掌握 C、C++、Matlab、python等编程语言的一个或者多个。 

具备较强的探索创新能力； 

5、对 opencv开源项目视觉算法有深入研究。 

6、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 

需求岗位 2： 

软件开发工程师（图像处理方向）               15人 

岗位要求：  

1、 全日制研究生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2、 掌握 C\C++\VC++，熟悉 MFC或 QT，理解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3、 了解数字图像处理基本算法。 

4、 熟悉网络通讯编程，具有多线程开发经验，熟悉基本的 SQL 数据库语句和数据库操作。 

5、 熟练使用 vs进行程序的编码、调试； 

6、 工作认真踏实，理解能力良好。 

7、 使用过 opencv等图像处理库的优先考虑。 

8、 了解 Java或 Python等编程语言优先考虑。 

9、 具备团队精神，能吃苦耐劳，能适应出差。 

所需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计算机应用相关专业、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

相关专业。 

需求岗位 3: 

软件开发工程师（信息系统方向）           5人 

招聘要求：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http://www.baidu.com/link?url=vQjC0KBiN0bSk9uXLqSWpV-4LnuWu0lYr1JSqQQntK4kp63FaKdaVqtcN9Ixrc0AHF8qNT0kYKR9ES91JtLHoa


2、 熟练掌握 java，了解 Struct2、Spring等框架，并具备一定的开发经验；  

3、 熟练使用 eclipse、IntelliJ IDEA开发环境，熟悉 Maven。 

4、 熟悉 SQL、NoSQL 数据库，并对 Oracle、Mango DB等之一有一定的开发经验。 

5、 熟悉 HTML5+ css+ js，了解 Vue、React等框架；  

6、 拥有良好的代码习惯，要求结构清晰，命名规范，逻辑性强，代码冗余率低；  

7、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主动性，具有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  

8、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意识，高度的责任感。 

9、 了解 SaaS云基础构架优先考虑。 

所需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需求岗位 4: 

机械工程师（工作地点：成都）                     5名 

1、负责视觉图像或印刷设备自动化设备整机方案设计和选型工作； 

2、负责设备机械机构设计，包括对设备的工作原理、结构、运动方式、力和能量的传递方

式、各个零件的材料和形状尺寸、润滑方法等进行构思、分析和计算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描

述及 3D、2D图纸；  

所需专业： 

1、本科及以上，机械、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优先，熟练运用 PRO-E Solidworks、

CAD等相关软件； 

2、要求 5年以上视觉图像或印刷设备自动化设备产品设计、结构优化改良等工作经验；  

3、熟悉机械自动化装置的基本原理、结构、性能、技术参数、安装调试方法 ； 

 

需求岗位 5: 

○1驻厂工程师(工作城市：广州)                          5名 

岗位职责： 

(1) 负责厂区内本公司系统的维护工作； 

(2) 独立或配合完成每日巡检、异常维护、定期保养、搬迁转产、库房管理等现场工作； 

(3) 配合研发和工程实施人员，参与新项目研发和实施； 

(4) 完成日常信息记录、周报、月报、设备档案等文档，并按要求提交； 

(5) 主动与客户进行交流、沟通，向客户培训产品相关知识和技能； 

(6) 短期出差完成保养和维护任务； 

(7) 掌握第一手的客户的设备状态和客户动态信息，并及时向公司反馈； 

(8) 公司安排的其他事务。  



任职要求： 

(1) 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相关专业，有相关自动化设备维护工作经验者

优先； 

(2) 熟悉常用 PLC、传感器以及常见自动化控制元器件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常见设备机械结构原理，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能与同事一起完成机械、电气安装

和调试工作； 

(4) 能熟练操作常见计算机应用软件； 

(5) 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良好的沟通交流、协作能力和学习能力； 

(6) 做事踏实认真，吃苦耐劳，能适应加班和倒班工作。 3人 薪酬面议，广州当地购买社

保，享受公司统一福利政策 

○2驻厂工程师 

工作地点：中钞特种防伪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北京） 

工作职责： 

(1) 根据维保计划按要求完成保定、北京的系统维保工作（常驻保定高铁往返北京）； 

(2) 独立或配合完成每日巡检、定期保养、异常维护、搬迁转产、库房管理现场工作； 

(3) 配合研发和实施人员，参与新项目研发和实施； 

(4) 完成日常信息记录、周报、月报、设备档案等文档，并按要求提交； 

(5) 主动与客户进行交流、沟通，向客户培训产品相关知识和技能； 

(6) 短期出差完成保养和维护任务； 

(7) 掌握第一手的客户的设备状态和客户动态信息，并及时向公司反馈； 

(8) 公司安排的其他事务。 

技能/能力要求： 

(1) 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机电、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2) 掌握强电供电知识，掌握弱电/信号原理、布线、电气安全等知识； 

(3) 掌握计算机常用软件安装、使用、卸载，了解数据库基本原理和操作； 

(4) 了解网络通信原理，熟悉网络布线、连接、共享等操作； 

(5) 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能看懂装配图纸，能与同事一起完成机械、电气安装和调试工作； 

(6) 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良好的沟通交流、协作能力和学习能力； 

(7) 做事踏实认真，吃苦耐劳，能适应加班和倒班工作。 

 

 

 



需求岗位 6: 

销售助理（工作地点：成都）                        2名 

负责协助销售经理建立新行业销售与运营体系；负责实现新行业产品线独立业务盈亏与商业

化运作，完成部门指标，开拓客户资源与代理商销售体系。  

任职要求： 

1. 计算机相关本科专业，可适应一定强度的出差； 

2. 个人具有成为一名优秀销售者的梦想。  

3. 薪酬面议，待遇丰厚，享受公司统一福利政策 

 

需求岗位 7: 

销售经理（工作地点：成都）                            4名 

岗位职责： 

负责建立新行业销售与运营体系；负责实现新行业产品线独立业务盈亏与商业化运作，完成

部门指标，开拓客户资源与代理商销售体系。 所属行业 3年以上优先，具有一定的行业

资源与人脉。 

任职要求： 

1. 计算机相关本科专业，可适应一定强度的出差； 

2. 拥有良好的交流能力； 

3. 京东方等面板行业从业者优先； 

4. 汽配行业从业者优先； 

5. 新能源汽车行业者优先。  

6. 薪酬面议，待遇丰厚，享受公司统一福利政策 

 

三、招聘岗位其他信息 

工作地点:   成都市一环路南 2段 16号科分院计算所内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周末双休 正常节假日 

工资和福利： 年薪极具竞争力（具体面议）； 

         包含五险两金（企业年金）、免费午餐、节日津贴； 

带薪年假及额外员工假期、员工关怀津贴（结婚、生子等重大事件）； 

年终奖金、定期体检、技能培训，申读在职中科院硕博士的资格； 

单位协助解决职工子女入托、入学等多种福利。 

联系方式：  028-85233955  （成都分公司人事）  

简历投递邮箱： dengyan@cbpm-kexin.com（邮件主题备注：应聘岗位+学校+学历+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