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至，青春当燃!
千喜鹤公司 2021（秋季）全国校园招聘简章
宣讲时间：

10 月 23 日（星期五）14:30

宣讲地点：经世楼 F104
宣讲后现场面试！

一、企业简介
千喜鹤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集团餐服务、供应链管理、商业连锁、管理咨询、餐饮创
业平台、信息技术、金融、地产开发、粮油贸易、肉制品加工为一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2019
年，千喜鹤餐饮产业链销售收入 376 亿元，其中团餐收入 161 亿元。资产规模 185 亿元，解
决 12 万人就业。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 200 余个管理区，保障 2700 余家餐厅、
600 多万人一日三餐的饮食服务工作。
千喜鹤是中国团餐业领军企业、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校园餐饮推荐服务机
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饮食保障社会化改革先进单位，系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单位和中国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 HACCP 危害
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等，连续多年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中国餐饮
业十大品牌企业、中国十大团餐品牌企业等荣誉称号。2020 年 9 月被评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239 名，是唯一一家入选的餐饮企业。
2017 年，刘延云先生创立禧云国际并担任董事长一职，禧云国际同年即获得来自阿里巴
巴、蚂蚁金服和鼎晖投资 A 轮 13.5 亿元的战略投资。公司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团餐生意”
为使命，致力于打造中国团餐产业链一站式企业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公司旗下各板块业务
已累计服务 60000 余家档口门店、日均线上交易笔数 1000 万+，未来将搭建万亿级团餐产业
链企业服务平台，帮助更多的餐饮创业者实现梦想。
“餐饮科技、生态变革”，中食汇平台依托千喜鹤深耕餐饮产业 20 多年的成功经验，致
力于以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推动餐饮产业深度变革，突破传统经营瓶颈，加速创业者
和生态合作伙伴的信息融合步伐，为千万从业者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革新中国 14 亿百姓的
日常饮食体验，以颠覆性科技创新，重塑餐饮食品农业全生态产业链，引领行业发展潮流。

中食汇平台，以科技塑造餐饮新生态！
刘延云先生：
清华大学 EMBA。
担任的部分社会职务：
千喜鹤创始人&董事长，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
十一、十二届常委，全国工商联餐饮业委员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河北省总商会副会长，中国
烹饪协会副会长，中国烹饪协会团餐专业委员会主席，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
导师等。
荣获的部分荣誉：
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安永企业家奖，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突出贡献企业家，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
企业家，第七届中国十大公益慈善人物。

二、岗位信息与福利待遇
（一）岗位信息

招聘岗位

岗位要求

工作地点

招聘人数

北京

10 人

北京

20 人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有良好的沟通洽谈能力；

管理类

“精英计划”
董事会管培生

3、有梦想、有格局、有冲劲、有魄力、
有拼搏奋斗精神；
4、能够服从公司区域调动，适应不同
区域工作；
5、在校团组织有过任职经历者优先；
6、有创业经历或创业大赛获奖者优先。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等
相关专业优先，在校团组织有过任
职经历者优先；

职能类

HR 管培生

2、具备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组织协
调能力、抗压能力、学习能力；
3、勇于接受挑战，有优秀的自我驱动
力和主观能动性；

4、对成功有强烈渴望，愿做奋斗者、
奔跑者、追梦人。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财务
管理、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财务管培生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3、熟悉国家的财经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等；

北京

5人

北京

5人

北京

5人

北京

10 人

北京

10 人

4、具备初级会计职称者优先。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专业；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法务管培生

3、思维清晰、责任心强、执行力强，
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
4、富有团队合作精神。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行政管理、
信息管理、计算机、通信等相关专
业；

行政管理岗

2、熟练掌握 Office 办公软件的操作，
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可以起草各
类行政文件；
3、能够进行基本的办公设备维护，具
备网络知识；
4、工作细致、认真负责，具备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执行能力。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信
息与通信工程、管理学、经济学、
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应用数
学等相关专业；

产品方向管培生

2、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注重细节；
3、逻辑严谨、善于沟通，对互联网行
业有浓厚兴趣；

IT 技术
类

4、对新技术、新产品、新需求感觉敏
锐，关注互联网产品发展趋势。
前端/后端开发
工程师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
件、通信等相关专业，硕士学历优
先；
2、熟悉常见的数据结构，计算机基础

知识扎实，对技术足够热爱；
3、热爱编程，熟悉基本数据结构和基
本算法实现，对代码优化感兴趣，
理解代码背后的运行机制；
4、有良好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学
习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做事有
较强的责任心。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统计、数学、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对数据敏感，喜欢并善于从数据中
发现规律；
3、有餐饮行业数据分析背景，对于餐
饮数据分析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数据分析师

4、统计基础扎实，精通 Excel、Python
等常用的数据分析工具；

北京

10 人

北京

5人

全国各区
域中心城
市

10 人

5、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
6、对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特征选择
方法、数据建模过程有深入理解 ；
7、熟练掌握 JAVA、R、Python 等语言，
并熟练使用 SQL 语句。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视觉传达、
平面设计、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
设计类

平面/空间/UI
设计师

2、具备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学习能
力，勇于接受挑战，有良好的审美
能力、优秀的自我驱动力和主观能
动性。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食品相关专
业优先，在校团组织有过任职经历
者优先；
2、有餐饮创业经验者优先；

市场类

餐饮品牌管培生

3、热爱餐饮行业，有梦想、有激情；
4、有良好的沟通洽谈能力；
5、思维灵活、反应灵敏，有较强的创
新能力；
6、能够服从公司区域调动，适应不同
区域工作。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运营储备经理

2、具备与加盟商良好的沟通能力及服
务意识；
3、了解餐饮行业，掌握餐饮相关知识
者优先；

全国各区
域中心城
市

10 人

全国各区
域中心城
市

25 人

北京

10 人

4、有餐饮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在校团组织有过任职经历者优先；
2、热爱销售工作，营销专业或有过销
售经历者优先；
3、有良好的沟通洽谈能力；
市场开发储备经理

4、思维灵活，对新事物理解能力和接
受能力强；
5、有激情、有冲劲、有奋斗动力；
6、有梦想、能吃苦、执行力强、抗压
能力强；
7、对餐饮行业感兴趣；
8、能够服从公司区域调动，适应不同
区域工作。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食品安全、
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供应链管理岗

2、具备与供应商良好的沟通能力及服
务意识；
3、在校团组织有过任职经历者优先；
4、了解餐饮行业，掌握餐饮相关知识
者优先。

（二）福利待遇
1、薪资组成：基本工资+各项福利+学业补助
（1）薪资收入：
董事会管培生： 本科：10K-15K/月；
硕士：12K-20K/月；
博士：薪资面议。

IT 技术类岗位： 本科：8K-20K/月；
硕士：10K-25K/月；
博士：薪资面议。
职能、设计、市场类岗位：
本科：6K-8K/月；
硕士：8K-10K/月；
博士：薪资面议。
（2）各项福利：
五险一金、提供住宿或租房补贴、就餐补贴、话费补贴、电脑补贴、年假、团建活动等；
完善的培训体系+一对一导师帮带+开放的晋升渠道。
（3）学业补助：
学业补助=学校类别补助+职务级别补助+党员补助；
“985”、“211”国家重点扶植学校学生 500 元/月；
省重点院校学生 300 元/月。
校学生会主席 1500 元/月；
校学生会副主席/院学生会主席 1000 元/月；
校学生会部长/院学生会副主席 500 元/月；
校学生会副部长/院学生会部长/班长 300 元/月。
正式党员 200 元/月。
2、人事管理：
（1）毕业前签订就业协议；（2）毕业后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提供毕业前实习机会，欢迎广大同学毕业前参加实习！

三、报名方式

负责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田经理
张经理
李经理
王经理
李经理
马经理

负责区域
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山西、陕西、河南
四川、重庆、云南
湖北、湖南、江西
江苏、浙江、上海、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辽宁

电话/微信
18000381040
15301379539
18235147404
18600716882
17600605701
13097696777

邮箱
tianxianglin@kinghey.com
zhangwenlu@kinghey.com
qxhmsllj@kinghey.com
wangyang@kinghey.com
liqian@kinghey.com
madanni@kinghey.com

四、四川宣讲会行程
1、西南交通大学，10 月 11 日（星期天）14:30，犀浦校区四食堂三楼 318 教室
2、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10 月 14 日（星期三）10:00，7 教 209
3、四川大学，10 月 17 日（星期六）14:00，望江校区第三教学楼 415
4、四川农业大学（雅安校区），10 月 20 日（星期二）14:30，1 教 407
5、西南财经大学，10 月 23 日（星期五）14:30，经世楼 F104

扫描“千喜鹤招聘”二维码，获取校招最新信息，进行简历投递。
千喜鹤公司人力资源中心
2020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