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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公司简介 



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创软件”）

成立于1991年，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软件提

供商和信息化建设服务商。

公司定位

ü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ü 中间件方向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ü 国家863成果产业化基地

ü 国家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ü 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

……



发展布局

中创软件以集团总部为中心，在北京、

江苏、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市设立

分支机构，辐射黄河三角洲、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及京津冀地区等经

济带，业务遍布全国各地



技术创新能力

p入选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科技成就展

ü牵头国家“十一五”核高基“国产中间件参考实现及平台”课题

ü牵头国家“十一五”核高基“集成化中间件套件产品研发及产业化”课题

ü参与国家“十一五”核高基军口课题

ü牵头国家“十二五”核高基“国产软硬件一体化安全可靠应用示范”课题

p牵头承担国家级战略项目

国产中间件标准规范42项

中间件技术参考实现31类

国家专利技术申请356件

软件著作权576项

产品登记证书266项

省部级奖项95项

p连续入选第二、三届全国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

p多次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济南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国际标准 军工品质

ü 国际CMMI ML5软件能力成熟度认证

ü 国际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ü 国际ISO27001信息安全体系认证

ü 国军标体系认证



广受赞誉 市场认可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企业

连续20年入选全国软件百强

连续17年荣获中国十大创新软件企业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优秀级（CS4）

软件交付能力一级认证

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企业

安防一级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一级资质

……



PART 02
行业地位及最佳实践



金融行业

服务领域：银行、租赁、互联网金融

Ø中国金融行业十佳方案提供商

Ø亚太杰出租赁产品及信息化服务提供商

Ø亚太地区最受信赖IT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Ø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专业的银行信贷和风险管理IT服务商

服务中国金融信息化30年



金融行业

租赁领域

金融租赁、融资租赁核心业务

系统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为

全国50%的租赁机构提供核心业

务支撑。凭借成熟产品成为西

门子首家中国软件提供商，继

GE之后再次与世界500强企业牵

手，彰显租赁、供应链金融行

业国际化服务能力

银行领域

多维深耕银行信息化，为全国32%的

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化支撑。

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民生银行、广

发银行等全国性银行提供金融科技服

务，赋能银行业运营精细化、决策数

据化、风控智能化。

互联网金融

借鉴互联网应用设计理念，改变传统

金融信贷风险框架，构建打造新一代

信贷风险管理产品，携手广州农商行、

九江银行等客户提升市场竞争力，加

速区域性银行市场拓展。



金融行业——银行及非银金融领域案例成功案例



交通行业



交通行业——高速领域

为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23%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

Ø 参与国家交通部组织的技术方案研讨

Ø 承担鲁苏川渝区域试点

Ø 支撑完成鲁川赣黑四省撤站并网工程

26000多公里高速公路 1600多个收费站 14000多条车道            

日均处理500多万车辆收费业务 日均处理5000多万门架交易数据



交通行业——海事领域

全国“两会”

（2021年）

海事局“2020护网行动”

（2020年）

青岛上合峰会

（2018年）

请填入您的内容，或复制内

容后点击右键选择只保留文

本来粘贴您的内容。请填入

您的内容，或复制内容后点

击右键选择只保留文本来粘

贴您的内容。

G20峰会

（2016年）

21年风雨同舟，与海事信息化共同发展
为历次重大赛事、会议提供水上安保支持



智慧化

智慧城市 智慧政务 智慧教育

“全球三甲、全国第

一”的武汉城市车联

网系统，助力城市智

能交通发展

“金税三期”业务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全国

税务所有业务流程均在

中创平台上流转

为山东、四川等省区

众多学校提供高质量

智慧教育服务，助力

教育科技创新



山东

江苏安徽

江西

湖北

河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新疆

甘肃

广西

河北

陕西

广东

 海南

四川

北京

云南 贵州

浙江

金融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发银行、中
国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渤海银行、区域
商业银行（20余家城市商业银行
及信用社）……  40多家融资租赁

交通

全国取消省界收费站（山东、四
川、江西、黑龙江）、铁道部中
铁集装箱运输公司、国家海事
局......

政府

中办（机要局、秘书局、电科院）、国家保密局、国办、国家发改委、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科技部、中宣部、中国
工程院、国家最高法、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人大、中共中央
党校、中国气象局、国家档案局、国际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
山东、安徽、河南、贵州、辽宁、青海、陕西、四川、浙江、山西、江西、湖北、江苏、河北、海南、福建、新疆、
宁夏、广西、内蒙古、上海、重庆

军事安全领域

常态化部署、规模化应用

电信
中国移动（千套部署）、中国联通
……

制造企业

潍柴动力、四川长虹、临工集团……

能源电力
南方电网、华北电网、胜
利油田、华北油田、兖州
矿务局……

教育

四川省智慧教育云、中央党校、国防科大、
福州大学、贵州省委党校……

中创中间件



典型项目：南方电网规模替代Oracle WebLogic Server

p中标100%，已完成15000多授权替换，营销、资产、财务等核心系统

全面应用，最大集群120节点规模。

p Java EE 6、 7 、8国际完整认证保障应用系统平滑迁移

p 产品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全性完全满足安评要求

p 专业服务，贴心保障：工具化支撑产品快速迁移、通过第三方严格测评（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用户体验测试、安全测试）、快速融入监控运维体系、高级应用服务支撑

（应用故障分析、系统调优）、技术双规代替业务双规平滑迁移方案….

客户意见：“功能、性能与Weblogic 12c 产品持平”

验收结论：“达到合同项目要求，具备全网推广条件”

专家评价：“对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信息系

统国产化改造工程，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典型项目：中创统一监管平台信创领域应用

全   
网 

全
应
用

全
设
备 

…
…

省中心 平台

地市 平台

区县 平台

省直单位 平台

市直单位 平台

…
…

…
…

建设内容
l 国产环境全兼容

l 一体化全网管控

l 展现验收依据

l 问题知识共享

l 工程执行监控

l 资产台账管理

主要特点
l分级部署集中监管

l全网终端运行监控

l国产化深度适配

l智能化运维管理

l面向应用精准识别风险

p 已在数十个部委和覆盖全国各省及直辖市的数百个信创项目中成功应用
p 具有全国首个省市多级应用案例和全国最大规模全省级应用案例



PART 03
员工培养



员工成长-能力要求

基本能力 发展能力



员工成长-能力要求

基本能力——
可胜任本岗位工作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例如：软件开发工程师
     （1）专业知识：计算机系统知识、软件工程、数据库知
识、数学逻辑知识、算法设计、英语知识等等；
     （2）应用工具：JAVA/C++,数据库管理工具，测试工具；
     （3）文档编写：代码注释、操作手册、会议纪要等；
     （4）道德品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遵纪守法：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及工作规范。



员工成长-能力要求

2

3

4

发展
能力

1 n  面向成功：结果导向、求胜的心态

n  开放交流：积极、开放的沟通交流能力

n  协作创新：团队协作、整合资源能力

n  价值提升：快速学习、技术创新能力



   员工成长—实用型人才的实训培养实践
作为软件企业，中创始终践行着以“实用”为目标的人才培养，建设实训基地和培训学校。

实践中不断积累与总结经验，研发出网络化学习培训与实训管理系统产品——E-learning。

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中心作用，整合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与资源优势，于传统工业与

新兴技术产业中推进“产教结合”。

基于国际软件开发质量体

系CMMI5级工作规范的工

作习惯

国际标准工作规范

软件开发过程擅长利用

开发、测试工具，提升

工作效率

资源整合擅用工具

在参与大型应用开发项目实

践中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

提升个人综合能力

规模应用实践经验

01 02 03

核心理念：素质能力为导向的实践教学
• 实训案例直接来源于公司承建各类软件系统项目，在实际项目中学习
• 资深技术专家和有丰富经验的软件工程师倾心辅导
• 结合互联网资源与合作院校、科研院所的师资和教材
• 提供开发共享平台，支持面向其他行业的网上教学培训



员工成长-职业发展通道



PART 04
团队力量



公司团队

中创软件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形成了

一流的多元化研发团队，来自海内外知名企业、国家多所“211” 高

校、省重点科研院校等方面的优秀人才，聚集中创软件。中创软件现

有员工近2000人，90%+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团队活动



PART 05
岗位需求



校招岗位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现诚聘以下岗位工作人员：

类别 职位名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研发类

Java/C++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及相
关理工科专业均可

本科 45 北京、济南、潍坊、昆山、
上海、武汉、长沙、南昌、
成都、广州、佛山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本科 53
物联网产品研发工程师 本科 45
中间件产品研发工程师 本科 20 济南、昆山

软件测试工程师 本科 30 北京、济南、昆山、长沙、
广州、佛山

管理类

销售助理 不限 本科 10 济南、北京

法务专员 法学 本科 1 济南

人力资源专员 不限 本科 2 济南、昆山

项目管理专员 企业管理 本科 1
济南视觉设计师 美术学 本科 1

售前支持专员 不限 本科 2
行政助理 不限 本科 2 济南、昆山



简历投递

投递邮箱：zhaopin2022@cvicse.com

主题格式：姓名-学校-专业-应聘岗位

总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路41-1号

电话：0531-81753938  81753937  81753936 扫描了解岗位详情

中创软件公众号 中创中间件公众号 昆山中创公众号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