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宏石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6 年，是一家集金属成形智能装

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工作母机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全球用

户提供金属成形智能装备解决方案。2016 年激光切割机单品销售量已经跃居全

国第一，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金属成形生产制造商之一。公司经过十四年的稳

步高速发展，以中国为中心，服务网络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

两大工业强国德国、日本均设有全资子公司，并创立 HSG 旗下高端品牌 Xlase。

国内目前拥有佛山总部、佛山浦项、苏州、济南 4个标准化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全国设有 4家子公司，25 个运营服务中心。

公司总部位于广东省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佛山，现有员工 1500 多

人，其中 80 后员工占比近 90%，90 后员工占比约 60%。公司致力于技术创新，

已申请和授权专利 320 多项，拥有研发人员 160 多人，掌握三维五轴切割、高

功率智能切割等核心技术。公司研发、生产、销售了中国第一台四轴连动管板

一体机、第一台五轴连动专业切管机；管板一体机和专业切管机的产销量和市

场保有量均稳居全国第一位。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宏石激光的愿景：成为金属成形领域受人尊重的企业。通过艰苦奋斗，坚

持工业精神，倾注创新文化，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范围内受人尊重的名词。公

司在激光机器人、多轴联动专业切管、精密焊接智能自动生产线等领域实现柔

性制造与数字化分级管理，作为激光智能装备的领军企业，宏石激光一直专注

于为工业 4.0 和未来工厂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及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系统集成解

决方案，帮助企业将智能制造落地实施，让智能制造改变工作，让智能制造变

得触手可及。



技术研发类：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工作内容

激光应用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材料与科学工程专业、激

光应用相关专业等

1.市场技术应用感知和需求获取

2.新产品的应用研究和推广

3.市场竞争产品分析

助理机械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专业及

相关专业

1.助完成产品设计及应用测试

2.熟练使用 SolidWorks、CAD 设计软件完成模

型的细化设计，制作出工程图、BOM 清单等

助理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等专

业及相关专业

1. 协助完成自动化设备的电气系统方案设计，

电气系统原理图设计，电气工艺图、表设计；

2.协助完成 PLC 控制软件的编程、调试；

软件开发工程师 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

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等专业及相关专业

1.软件开发、软件安装包制作，软件源码、软件

文档归档，版本管理和软件维护

2.参与软件开发的整体规划与实施，解决项目中

的技术问题，为公司的业务开展提供支持

基础研发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材料与科学工程专业等专业及相

关专业

1.协助完成激光应用核心部件的光学系统研发

设计，和所设计光学系统的装调与测试工作。

2.验证并改进光学系统达到设计目标。

财务会计类：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工作内容

会计&财务专员 会计学、财务其他相关专业等专业

及相关专业

协助进行各事业部账务管理及预算管理

招聘专业&要求
MAJOR & REQUIREMENTS



人力资源类：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工作内容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学、应用心理

学、工商管理等专业及相关专业

1.执行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实务的操作流程和各

类规章制度的实施，配合其他业务部门工作；

2.维护人事档案，处理员工关系相关事宜；

3.执行招聘工作流程，协调、办理员工招聘、入

职、离职、调任、升职等手续；

运营管理类：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工作内容

运营专员 应用统计学、数学及应用数学、概

率论及数理统计、运筹学、商业数

据分析、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及相关专业

1.管理系统系统的日常运行

2.数据选型及归类，为各项销售数据分析及时提

供精准数据

3.协助各业务中心系统实现信息化和大数据管

理，流程规范化。

数据分析师 应用统计学、数学及应用数学、概

率论及数理统计、运筹学、商业数

据分析等专业及相关专业

1.定期从相关业务系统提取数据,实施数据清洗,

结合业务需求处理数据、加工指标、分析建模，

运用数据挖掘

2.能对运营异常情况进行分析，输出专项分析报

告

数据运营专员 应用统计学、数学及应用数学、概

率论及数理统计、运筹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

业及相关专业

1.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建模，输出用户画像特

征，优化用户生命周期流程；

2.负责响应产品、业务、运营各部门的数据需求，

对数据进行监控，数据可视化，推动部门数据

化运营

商业数据分析师 应用统计学、数学及应用数学、概

率论及数理统计、运筹学、商业数

据分析等专业及相关专业

1.参与数据挖掘模型的构建、维护、部署和评估；

2.整理编写商业数据分析报告，及时发现和分析

其中变化的问题，为业务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市场营销类（国内及海外市场）：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工作内容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

传播等专业及相关专业；

1. 市场分析与调研

2. 各类市场数据分析及产品分析

设计师 广告/视觉/创意设计等专业及相

关专业

1. 网络设计及优化；界面视觉和美术设计

2. 相关宣传品的创意设计等；

海外商务专员 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各类

外语类专业及相关专业

1.协助进行海外业务拓展、商务合作等

2.维护客户关系、海外市场需求分析

生产运营类：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工作内容

生产计划专员 工业工程学及机械、自动化相关专

业

1.根据主生产计划，跟进各订单的计划执行和完

成情况；

2.制定各工序的子计划下达，及时下达仓库备料

任务和生产指令

助理工艺工程师：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物理、

材料与科学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

1.研发产品的生产导入工作，协助编制产品实现

过程工艺文件，定义产品制造的成本和效率

2.根据客户需求和研发设计方案制定工艺文件，

整理对关键参数的控制计划以指导生产

采购工程师： 机械、材料、物流等相关工科专业 1.采购合同拟定、谈判、管理

2.执行周期降本计划、日常采购询价、议价、审

价



学习能力强

能迅速、准确理解新的信息和要求，快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并运用于实践。

积极主动

始终保持好奇心，主动探索，并能自觉为自己订立高标准，利用任何可利用的资源达到这

些标准。

执行力强

能严格按计划实施各项工作，达成目标。

有领导潜力

在团队中能主动承担团队协调、组织工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乐于帮助团队成员共

同提高。

1、多层次的培训安排：

入职培训、专业技能培训、导师带教等让你成长快人一步；

2、透明公平的发展渠道：

专业发展渠道、项目管理发展渠道、职能管理发展渠道，每个岗位都有公平透明的发

展空间，让你职业未来可期；

3、丰富的福利与激励：

带薪年假、公司食宿、五险一金、创新激励、项目奖金等，让你收获满满。

福利&职业发展
WELFARE & DEVELOPMENT



1、网申——面试——发放 Offer——签约；

2、简历投递邮箱：hsgzhaopin@hsglaser.cn

3、校园招聘热线：0757-66695728 郭小姐

4、欢迎关注“宏山激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公司网址：

http://www.gdhongshan.com。

应聘流程
MAJOR & REQUIREMENTS



秉承“永远创业精神”,毕业生以培养组织未来的接班人为目标。在入职前期，每位毕

业生都会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在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基础上，有详尽细

致到每月的培养计划，有丰富职场经验的优秀经理人带教，有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和职场

体验；帮助你在项目期内掌握相关业务的职业技能，迅速完成职业化的转变。

宏石是一个有梦想的公司，广东宏石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着

以“奋斗者”为本的用人育人思想，我们渴求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和我们一起实现

“成为全球金属成形装备领域受人尊重的企业“这一愿景，共同实现公司价值与员工梦想！

宏石是一个有梦想，更讲求实干的公司，我们奉行“说了不算，做了不算，做好才算”

的做事原则；夸夸其谈、推诿、拖拉、抱怨在宏石没有土壤。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和同

事的交往上，宏石都欢迎简单、高效、真诚的人。

宏石是一个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公司，创新是宏石的立足之本，也是宏石的发展动力，

创新不仅仅是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也包含营销、服务等全方位创新。创新允许试错，也绝

不会错怪创新失败的人。希望您在日后的工作中，不要害怕创新失败而不去创新，要努力

成为创新实践的主力军。

宏石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高密度、高效能人才聚集的公司，能够进入宏石，说明您一

定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或者具备将来成为这一领域专业人才的基础。人才只有在一个

合适的平台上才能发挥作用，人生如同一个旅途，宏石将成为您旅途中重要的一个站，希

望您的加入帮助公司向更完美的方向迈进一步。

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你将有机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职场精英，更有机会逐步成长

为一个真正“带兵打仗”的主管，我们为你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让你为自己创造一个更

广阔的未来。

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努力工作，绝不懈怠，为实现公司价值和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为祖国的激光智能装备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尽一份责任，为中国智造 2025 和工业 4.0 添

砖加瓦，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众多毕业生们纷纷活跃在公司各个业务团队中，其中不乏已经有担任部门经理，

高级工程师等重要的一线管理、技术岗位的优秀人才。

对于您的到来，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期待！祝愿您在宏石能够发挥您的所长，

获得成长和发展，与公司共同进步！

TO GRADUATES



激光是 20 世纪以来继核能、电脑、半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被称为“最快

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激光的观念最早可诉溯及本世纪初，1905 年爱因

斯坦依据一般相对性理论首次提出光量子假说，开启激光的观念探讨。1960 年美国休斯公

司制造出全世界第一具红宝石激光，其后数十年激光的各项运用发展得极为快速。激光切

割机正是伴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产品。

技术、资金、人才、营销、管理是推动激光切割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更是

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ABOUT LASER CUTTING



我国激光产业的发展，虽然是一个初步发展，但是过去 10 年是激光切割设备行业快速

成长的 10 年，也是市场竞争激烈的 10 年。未来随着激光切割企业实力增强，激光切割企

业数量增多，激光切割下游应用市场需求放缓，激光切割设备行业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因此拥有更强的技术创新力量，激光切割企业才能拥有更具竞争力的切割产品，保持企业

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专利申请数据则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体现。目前国内的激光产

业主要在广东、武汉两地聚集，其中广东是国内的重要销售市场，并且以多年的发展经验，

领先了其他区域。

截止 2019 年年底，我国共有激光切割有效发明专利 3787 件，激光切割有效在审的发

明与实用新型专利 8516 件，2013-2018 年我国激光切割有效在审的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量在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48.33％。

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和山东省是我国激光切割行业专利申请数量前五的

省份，也是我国激光切割企业主要所在地，同样也是我国制造业大省，拥有雄厚的制造业

基础和庞大的激光切割机消费市场。



佛山地处中国华南地区、广东省中部、珠三角腹地，毗邻港澳、东接广州、南邻中山，

与广州共同构成“广佛都市圈”，是珠江三角洲城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

“广佛肇经济圈”、“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山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

地，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

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是中国天下四聚、四大名镇之一，有陶艺之乡、 武

术之乡、粤剧之乡之称，是中国龙舟龙狮文化名城，粤剧的发源地，广府文化发源地和兴

盛地以及传承地之一。

佛山是珠江三角洲的“美食之乡”，粤菜发源地之一，属粤菜之中的广府菜，用料丰

富，选料精细，技艺精良，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

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顺德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称号。

佛山有许多小吃，如佛山扎蹄、佛山公芝麻饼、大良野鸡卷、大良磞砂、大良姜汁撞

奶、炸牛奶、双皮奶、小凤饼，南海鱼生、大福饼、九江煎堆、三水狗仔鸭、水晶饺、甘

笋蒸饼、西樵大饼、佛山九层糕、石湾鱼脯、佛山柱侯酱、蚕蛹、白糖棉花糕、应记云吞

面、金源酒家甘笋蒸饼、汾宁白糖棉花糕、大可以状元及第粥、盲公饼、高明濑粉等许多

小吃。

佛山人根据不同的地方的特产与口味，创制了许多风格各异的美食菜点。佛山的柱侯

食品，顺德的“凤城（大良）炒卖”，声名远播。佛山的许多小吃，如佛山盲公饼、大良

蹦砂、扎蹄，大良野鸡卷、炸牛奶、蹦沙、南海鱼生、大福饼、九江煎堆等皆名闻遐迩。

佛山河网密布，生态环境优美，是独具特色的岭南水乡。佛山祖庙、西樵山、南风古

灶、清晖园、皂幕山、南国桃园、陈村花卉世界、三水荷花世界被评为“佛山新八景”。

其中，佛山祖庙融古代陶瓷、木雕、铸造、建筑艺术于一体，被誉为“东方艺术之宫”；

西樵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南粤名山数二樵”之美誉。

佛山新八景：西樵叠翠（南海西樵山)、祖庙圣域（佛山祖庙）、清晖毓秀（顺德清晖

园）、古灶薪传（禅城南风古灶）、花海奇观（顺德花卉世界）、云水荷香（三水荷花世

界）、皂幕凌云（高明皂幕山）、南国桃源（南海南国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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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学习能力强 
	能迅速、准确理解新的信息和要求，快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并运用于实践。
	积极主动 
	始终保持好奇心，主动探索，并能自觉为自己订立高标准，利用任何可利用的资源达到这些标准。
	执行力强 
	能严格按计划实施各项工作，达成目标。
	有领导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