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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肥显耀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

JBD是一家专注于MicroLED 微显示面板研发生产制造企业，拥

有自主的 IC 设计能力、MOCVD 材料生长能力、microLED 混合
集成技术加工制造能力、封装测试能力、软件硬件驱动设计能

力，其自主研发及制造世界上最小、最亮、可靠性最高的超微
显示面板，强力推动混合现实领域、汽车、半导体设备等领域

的技术发展。基于掌握显示屏的核心技术，JBD 实现集成电路

研发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微电子、光电子等专业 7-12K

闫秋梅 13665605935
qiumei_yan@jb-
display.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内

储备干部 2 本科及以上 管理专业，对半导体行业感兴趣 7-12K
PC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统计类专业 7-12K
生产技术员 5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6-8K
研发技术员 5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5K

品质技术员 5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6-8K

2
合肥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成立于 1993年11月16日，现已发展成为一

家集教育培训、教育研发、图书杂志音像出版社、出国留学服
务、职业教育、在线教育、教育软件研发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教育科技集团，并于 2006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

合肥新东方，秉承新东方教育集团的企业精神 “诚信负责，真
情关爱，好学精进，志高行远”，力求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课程内容涵盖青少素质类课程至大学的辅导 ，以及
出国留学各项辅导和在职英语及小语种的相关课程 。

英文戏剧教师 4

本科

1.英语相关专业，口语发音及表达能力强，英语专业通过专四专八考

试优先；
2.课堂表现力较强；

3.往期有少儿教学相关经验优先；

10-15万/年

曹志国 13013071017 xujun151151@xdf.cn 合肥市包河区富广大厦5楼

口才教师 2

1、统招本科及以上；

2、持有语文相关教师资格证；
3、普通话等级二甲及以上者优先；

4、对口才表达课程有相关授课经验者优先 。

10-15万/年

机器人教师 2

1、统招本科及以上，2年以上机器人/编程培训行业相关教学教研工作

经验；
2、对中小学常规机器人/编程课程，尤其对机器人比赛类有比较深入

的认识；

10-15万/年

围棋教师 2

1、有培训机构、棋院、体育学院教学经验，少儿围棋小班教学经验优

先；
2、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独立教学能力 ，适应弹性制工作时间；

3、有亲和力，责任心强，授课幽默风趣，知识面丰富；

10-15万/年

书法教师 2

1、统招本科及以上，2年以上书法培训行业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

2、对中小学常规书法课程，尤其对书法比赛类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
3、懂书法教学，有一定的培训体系搭建及教学产品研发经验 ；

4、了解教学行为评估体系，能够开展教学质量评估和教师教学评测工

10-15万/年

社群运营专员 2

1、独立运营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进行宣

传，吸收及保留粉丝，并与粉丝良好互动；
2、及时掌握新闻热点，有效完成专题活动策划，并对策划案的执行效

果进行跟踪；
3、负责各类社群线上，虚拟人维护，回复答疑，线上活动运营；

4、准确定位目标客户群并提高产品在目标客户群中的知名度 ；
5、活动文案报道工作。

8-12万/年

市场推广专员 4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同行业工作经验者可放宽； 

2、优秀的沟通能力、协调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市场分析能力；
3、具备开拓精神，有耐心及亲和力，心理素质佳，抗压能力强；

4、文笔较好，善于活动策划、宣传；
5、沟通能力强，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善于分析区域数据，及时做出

总结和调整。

8-12万/年

课程咨询顾问 4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服务、咨询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熟练操作办公软件，善于沟通，普通话标准，亲和力强，形象气质
佳；

3.有耐心及责任心，有良好的协调能力、执行能力与抗压能力；有较

8-15万/年

3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合肥新汇成成立于2015年12月，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

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公司综合全球先进技术，主要提供显示
驱动芯片及其他芯片封装和测试服务 ，项目工艺包含金凸块

工艺制程工程师 5
本科

理工科专业
面议 姚女士 0551-67139968

hr.xhc@unionsemico
n.com.cn

合肥新站高新区合肥综合保税区项
王路8号软件工程师 3 计算机相关专业

4
合肥新阳半导体材料有限

公司

合肥新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是以技术为主导 、专业从事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电子化学品和配套表面处理设备的
高科技企业，是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上海新阳是国内半导体关键工艺材料的知名龙头企业 ，创
立于1999年7月，2011年6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成

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以技术为主导，已形成140多
种电子电镀与电子清洗系列关键工艺材料产品 ，第三大核心技

术——电子光刻，已在ArF干法、KrF厚膜胶、I线等高端光刻胶
领域有重大突破。公司是国内唯一能够为晶圆铜制程 90-28nm技

术节点提供超纯电镀液及添加剂的本土企业 ，相关产品已成为
30多家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Baseline。公司多次承担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是上海市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重点实验室 ，是中
国半导体功能性化学材料和应用技术与服务的知名品牌 。                                                  

作为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合肥新
阳和母公司共享研发成果和技术 ，借用母公司现有的技术和研

发平台，不断的开发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生产部经理 1 本科以上

协助总监处理生产制造、安全、环保、质量和人事等相关，以使部门

工作有序运行；本部门日常工作，部门间的协调沟通，本部门人员的
配置、培训及岗位考核，部门目标管理与实施；

1 化工科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十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生产管理经验丰富；

3 熟悉化工生产过程；
4 熟悉质量管理过程，了解并掌握ISO/TS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5 组织领导能力强，善于协调和沟通，能果断处理生产事故和管理问
题；

6 工作细心、稳重，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13000-18000

张女士 13514991478 727198798@qq.com
合肥市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
城西路与九顶山路交口西南角

制造储干 6 大专以上

化学相关专业（应用化学，化学工程工艺等）；

具有良好的沟通和语言表达能力 。善于学习，接受能力强，积极努
力，有责任心。

接受应届生，化工/制药企业一线工作经验优先，化工质检/内审员优
先；具备体系管理经验优先。

培养方向：生产管理，工艺管理。

5000-8000

5 合肥耀龙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慈溪市公牛集团合肥经销商 ，专营公牛插座，灯泡，断

路器，胶布等全系列产品，至今已有20年，专业专注，诚信可
靠

销售经理 1

大专 有经验者优先

8000-10000

龙良涛 13365600900 1281458819@qq.com 合肥市新站区佳海工业城C区71栋

销售专员 5 6000-10000
LED销售经理 1 8000-10000
销售助理 2 3500-4500
文员 1 3500-4500

人事专员 1 3500-4500

6
合肥怡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合肥怡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子商务线上销售业

务，主要代理中粮福临门油米面系列产品 ，年销售1亿元，因公
司发展需要，现需招聘。

财务经理 1 大专以上学历
熟悉操作财务软件、Excel、Word等办公软件；工作认真，态度端正；

有相关电子商务企业财务经验者优先 。

5500元，购买五

险，节日福利，年
王经理 13866770719

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与派河大道

交口，盛万食品产业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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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肥怡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合肥怡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子商务线上销售业
务，主要代理中粮福临门油米面系列产品 ，年销售1亿元，因公

司发展需要，现需招聘。 财务助理 1 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会计学或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熟悉操作财务软件、Excel、Word等办公
软件；工作认真，态度端正；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3500-4500元，购买
五险，节日福利，

年终奖金

王经理 13866770719
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与派河大道

交口，盛万食品产业园内

7 合肥亦威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亦威科技有限公司是半导体核心设备国产化进程下投资成

立的，旨在贴近市场、就 近服务客户，定位于温控设备的本土
化：研发、生产、制造与服务。公司地处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

发区，公司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另具备海内外半导体
专业人士提供技术支持。公司以“观念持续改变、自我不断创

新、品质持续提高、效率不断提升”的经营理念，坚持以客户
为导向，追求持续经营，满足客户需求。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

体制程中 Etch、CVD/PVD 腔体精确控温领域，激光、高端医疗
和精密实验室温控方案。承接各种 Chiller 定制、维修、保养

电气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熟练使用三维设计软件、电气部件选型 6000-15000

梁女士 18755148445 946959947@qq.com
合肥高新区明珠产业园3#B区1楼
/3#A区3楼

结构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熟练操作三维设计软件及 AutoCAD

等设计软件
6000-15000

嵌入式软件开发 2 本科及以上
电子工程、自动控制、计算机相关专业，熟练掌握51单片机、STM单片

机等；对C语言及KEIL开发软件熟练
6000-15000

制冷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制冷技术、暖通、机电相关专业，能独立设计完成成熟产品；熟练应

用三维软件及AutoCAD设计软件
6000-15000

测试工程师 若干 本科及以上 电子、电气、机电、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4000-8000

服务工程师 若干 专科及以上 机电自动化、汽修等相关专业 4000-8000

8
合肥印力聚合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印力是国内领先的商业地产投资 、开发及运营管理平台，自

2003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商业地产领域。截至2018年1月，
公司平台持有或管理的商业项目达到 120家，管理面积1000万平

方米，管理资产规模逾800亿元人民币，遍布中国58个城市，在
2017年商业地产百强榜中位列第三。

营运主管 3

本科及以上学
历

年龄在35岁以下，特别优秀可放宽至40岁;了解商业，具备1-2年商业

营运经验，擅长营运数据分析，并能通过营运数据给出营运业绩提升
的建议与措施；掌握相关营运知识及现场基本的工作流程 、工作标准

6-9K

姚女士 18326047022
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和固镇路交
口合肥万科广场

招商经理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特别优秀可放宽至40岁;1-3年以

上招商、销售类工作经验，有丰富招商渠道者优先；有出色的客户服
务意识、较强的业务拓展和人际交往沟通能力 。

10-15K

招商主管
1

年龄在35岁以下，特别优秀可放宽至40岁;1年以上商业体招商营运工

作经验，有招商资源优先；有出色的客户服务意识、较强的业务拓展
和人际交往沟通能力。

6-9K

研策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具备商业行业内2年以上工作经

验，具有商户资源储备；具备一定的财务分析能力 ，商业研判能力；
能熟练操作office软件，尤其擅长PPT汇报。

10-15K

9
合肥悦芯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悦芯科技成立于2017年2月，专注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大规模

集成电路生产测试设备，公司深耕中国，面向全球，先后在上
海、北京、西安、合肥、深圳、苏州、 台湾、韩国龙仁、美国

FPGA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电子测量技术/仪器仪表,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10k起
（月薪）

刘女士 18155417084
Lucy.liu@bjtbstest

.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 3963号,
智能装备科技园D1栋东侧2层硬件开发工程师 1 自动化/仪器仪表/测控技术等相关专业

10 合肥兆芯电子有限公司

合肥兆芯电子有限公司，2015年6月成立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

区， 是合肥市知名高新技术企业，专精于内嵌式储存装置
（Embedded）、固态储存装置（SSD）及保密性存储器相关技术

的应用，以卓越的研发能力让其成为业界相关产业的重要成员
。   

合肥兆芯在专利布局上屡获肯定 ,获选为合肥市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销售收入连续五年破亿, 并获选为合肥市半导体协会副会

长单位。 作为NAND Flash闪存控制芯片技术的领导者，拥有卓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100 本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电子、集成电路、控制、自动化

、通信等相关专业；
2.C/C++良好

年薪17-25W 史媛媛 13696547130
yoyo_shi@hfcoresto

rage.com

11
合肥正阳光电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合肥正阳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7年，秉承“勤奋、

诚信、创新”的核心理念，产品覆盖光通信、激光设备、光纤
传感和惯性导航等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
公司位于合肥市高新区，注册资本3370万元。园区占地60余

亩，拥有超过12000多平方的科研楼、办公楼、工艺厂房以及员
工宿舍等。

公司是安徽省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单位 ，拥有 国家级博士后工作
站，建有安徽省光电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安徽省光电子

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是安徽省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 、合肥高
新区瞪羚企业、合肥高新区深科技企业。多项技术、研究成果

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光纤工程高级工程师 2人 博士
1、光学、电子等相关专业，系统掌握光纤光学、高精度光路、电子电

路等相关知识；2、光纤传感领域工作经验。
面议

唐莎莎 13505519431
zhengyangrl@126.co

m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29号

惯导算法工程师 4人
硕士及以上学

历

1、惯性导航等相关专业（电子通信、自动化等）；2、在数学建模方

面有所建树；3、熟悉惯性导航原理或组合导航算法 。
10K-20k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人
硕士及以上学

历

1、电子、通信、自动化相关专业；2、熟悉ARM C/C++编程；3、具备

一定的硬件基础知识，熟练使用示波器进行电路程序调试 。
10K-20k

电路设计工程师 10人 硕士及以上学 1、电子类、通信类相关专业；2、熟练掌握数模电路设计方法。 10k-20k
光学工程师 5人 硕士及以上学 1、光学、物理类相关专业；2、熟悉光学相关软件。 10k-15k

机械设计工程师 5人
硕士及以上学

历

1、机械工程、力学等相关专业，有扎实的力学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 ；

2、能够熟练使用结构仿真软件；3、熟练使用CAD、SW等绘图软件。
10k-15k

自动控制工程师 5人
硕士及以上学

历

1、电力电子，自动化、电气工程、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2、熟悉电机原理及经典控制算法 ；3、熟练使
用C编程MATLAB/Simulink工具；4、熟悉数字电路及DSP、CPLD/FPGA电

路,熟悉其软硬件开发流程。

10k-15k

助理工程师 15人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

1. 电子、光电、机电类等相关专业，2. 掌握基础电路等知识；3. 学

习意识强。
6k-8k

市场营销 5人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

市场类、电子类、通信类等相关专业，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良好

表现力，能吃苦耐劳，积极开拓市场，有
销售经验者优先。

底薪+提成

科研管理 5人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

理工科背景，熟悉办公软件，具备一定信息收集和检索能力 ，具有相

关科研管理工作和项目管理经验者优先 。
6K-12K

行政管理 5人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

行政类、管理类等相关专业，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为人诚信、正直

、乐观，善于团队合作，抗压能力强。具有大中型企业、高科技企业
从业经历着优先。

6k-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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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肥中科重明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中科重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2018

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与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股权
投资平台安徽省创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公

司以绿色燃料空天发动机研发及产业化为目标 ，在掌握了发动
机数字化设计、发动机3D打印制造、发动机综合测试等技术的

基础上，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空天发动机产品及一站式智能制造
服务。

本公司核心研发团队依托在国家某重大专项十余年组合动力技
术积累，在国内首次提出碳氢燃料主动冷却技术方案 ，并成功

应用于某型工程化空天发动机样机 。针对宽域高超声速组合动
力发动机仍然存在的推力鸿沟卡脖子问题 ，公司建成了集数字

化设计、增材制造（3D打印）以及发动机性能测试为一体的快
速研发与产业化平台，聚焦突破一系列空天发动机关键核心技

术，致力于将传统空天发动机十年以上研发周期大幅缩短至 3-5
年，并具备低成本、批量制造的能力。作为安徽省空天信息产

业核心企业，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完备的快速研发体系 ，公
司已与国内多家单位形成合作关系 ，目前已向多家航天院所、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提供空天发动机研发及一站式智能制造
服务。

公司70%以上研发人员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清华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工

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国内
外知名院校，平均年龄不到40岁，是一支年轻、创新、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团队。公司核心研发团队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总装863、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重大专项、合肥市首批重大新
兴产业专项等多个国家级和地方级专项 ，研制成功我国首台直

连式超声速燃烧平台、首台某型发动机推进风洞、首台主动冷
却燃烧室直连式试验平台。公司及核心团队曾获得国家某重大
专项标志性成果、国家某重大专项优秀团队、美国航空航天学

3D打印操作员 5 大专 机电、机械类专业，适应加班和夜班 4000-6500 陈女士 15755183923 hr@hfzkcm.net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卧云路与蓬莱

路交叉口西南50米2号厂房

13
合肥中亚建材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合肥中亚建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专业从事

研发、设计、制造立式辊磨机以及配套产品的企业 ，是国内最
早开展自主研发立式辊磨机的单位 ，注册资金6000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4.5亿元，利税近亿元。

机械调试工程师 3 大专及以上学 机械制造相关专业，有非标设备、粉磨设备或大型成套设备方面调试 8-12万/年

李女士 18205692020 lihuihfzyhrm.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佛掌路 61号电气调试工程师 3
大专及以上学

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相关专业，有非标设备方面电气系

统调试相关经验
8-12万/年

焊接机器人操作员 1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机械相关专业，了解相关数控及焊接技术 6000-8000

14
恒安（合肥）生活用品有

限公司

恒安集团创立于1985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妇女卫生巾和婴儿

纸尿裤生产企业，经营领域涉及妇幼卫生用品和家庭生活用纸
两大块，总市值600多亿元，员工二万余人。恒安国际集团有限

电气工程师 1 大专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同岗位三年工作经验 面议
于咏 551-65415665 2671570542@qq.com 合肥新站区文忠路与天水路交叉口

机械工程师 1 大专及以上 机电、机械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同岗位三年工作经验 面议

15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

有限公司

恒烁半导体是一家主营业务为存储芯片和 MCU芯片研发、设计及

销售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公司现有主营产品包括NOR Flash存
储芯片和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架构的通用32位MCU芯片。

同时，公司还在致力于开发基于NOR闪存技术的存算一体终端推
理AI芯片，并提供边缘计算的完整解决方案 。

公司聚焦“存储+控制”完整解决方案，截至2021年6月末，公
司研发人员占员工总人数比例为 61.46%，核心技术人员

XIANGDONG LU博士及研发团队具有丰富的集成电路研发设计 、
管理及销售经验。经过不断自主研发，公司已掌握高可靠性、

高速、低功耗65/50nm NOR Flash和55nm MCU设计技术，基于上
述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相关产品，并完成基于NOR Flash制程的存

算一体AI芯片的研发、流片和系统演示。

模拟IC设计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微电子、集成电路、电子工程等电子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

2. 具有良好的模拟电路设计基础，熟悉设计流程，具有良好的学习、
分析和创新能力；3.具有良好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包括文档写作）。

25-40万/年

合肥市庐阳区庐阳中科大校友创新
园11栋

数字IC设计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优秀应届毕业生

优先考虑；
2.熟练使用verilog语言进行数字电路的RTL设计。

3.掌握System Verilog，并能基于Sverilog验证环境；
4.熟悉数字IC设计流程。了解逻辑综合，静态时序分析，后端物理实

现及形式验证。

23-40万/年

版图设计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1. 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电子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熟悉模拟版图设计，有一定的模拟电路基础；3. 熟悉Virtuoso，
熟练使用Calibre进行DRC、LVS检查。

20-30万/年

测试工程师 1 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 电子或电子相关专业；熟练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 20-30万/年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1

1、电子工程/电气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熟练使用C/C++进行嵌入式程序设计，有较强的软件debug经验；
3、对ARM Cortex-M系列MCU有丰富的应用经验，熟悉各种MCU基本外

设，比如UART，SPI，IIC，TIMER，PWM，USB等；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书面写作及口头表达能力 ，能撰写

application note等相关技术文档。

20-30万/年

AE应用工程师/硬件工
程师

1

1. 电子，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

2. 熟悉MCU/ARM的嵌入式开发平台，使用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
3. 熟悉verilog进行FPGA的开发（或者有意愿进行学习）；

4. 能够使用一种EDA软件如Pads/Cadence进行原理图和PCB设计。

20-30万/年

数字IC 验证工程师
（MCU）

3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微电子/电子/集成电路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良好的电路系统知识，熟悉编码、译码、计数器等基本数字模
块的设计；

3、熟练掌握Verilog及多种EDA工具，熟悉ASIC流程。

25-30万/年

测试工程师（MCU） 2
硕士以上学历, 

电子或电子相
关专业

1. 硕士以上学历, 电子或电子相关专业；

2.熟练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
25-30万/年

质量工程师 2 本科
1、统招本科学历，微电子、材料学、物理学等相关专业；

2、了解集成电路芯片、半导体代工等基本流程。
15-20万/年

MCU FAE工程师 1
EE/CS学士或相

关专业

1、EE/CS学士或相关专业
2、熟悉32位Cortex-M0/M3 MCU架构，熟悉嵌入式开发流程。精通C语

言编程。

25-4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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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于 1997年，高新技术企业，注
册资金1.2亿元，现有正式员工380余人。以传承创新徽派园林

走向全国，弘扬中华文化艺术迈向世界为初心 ，以智慧链接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使命，让人人在美丽美好大自然中健康快乐

生活为愿景。经过25年的稳健发展，华艺园林已经跻身于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优质企业前列，安徽省生态园林建设领军企业，

先后多次荣获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50强、中施企协AAA级信用
企业、全国十大徽商最具成长力品牌、中国园林绿化综合竞争

力百强、安徽省服务业百强企业、安徽省优秀建筑业企业、安
徽省工人先锋号、合肥市优秀建筑业企业等诸多荣誉 。业务版

图迅猛席卷全国，全面构建立足安徽、依托华东、做大全国、
走向世界的宏伟蓝图。

水环境研发工程师 2 硕士

1.生态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水环

境治理专业科研人员优先考虑；
2.负责公司水环境领域，技术试验设计、工艺研发、参数优化和效果

评估等工作；
3.负责公司水环境领域，项目立项申报、执行、协调及进展报告编制

等工作；
4.配合公司水环境领域项目施工、技术方案编制、竣工验收、工程调

10-12W/年

陈晓懂 18855192709 1871208610@qq.com
合肥市科学大道与红枫路交叉口富

邻广场B座12楼

前端开发工程师 1 本科

1、熟练掌握HTML/CSS/Javascript 等前端基础技术，能写出高质量的

代码，具有良好的编码风格；
2、了解各种设计模式，至少掌握React/Vue/Angular其中一种框架，

了解设计原理，阅读源码没有困难；
3、能够应对复杂业务逻辑场景下的产品研发 ；负责平台产品的Web前

端研发；
4、有较好的理解能力，能够对页面涉及的分析模型与数据特征有深入

理解；

7-12W/年

营销助理 8 专科
1、专业不限，身高165cm以上；

2、协助领导进行市场营销，资质备案、投标报名、编制市场分析报告
等；

7-10W/年

资料员 8 专科

1、造价、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市政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配合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负责现场技术资料工作 ，重要节点资料
编制、收集及反馈；

3、会操作CAD软件、识图能力强。

7-10W/年

技术员/施工员 10 专科

1、工程管理、土木工程、造价、园林、市政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

历，具有一定的造园技术和艺术审美能力 ；
2、负责项目技术问题的指导，参与投标项目的技术方案编制；

3、具有一定的现场施工方案及施工工艺优化创新能力 ；
4、能熟练掌握各种测量仪器的使用 ，具有综合性园林景观项目的施工

及细节把控能力、具备良好的技术、施工管理理念，富有责任心、事
业心及团队合作精神。

7-10W/年

招投标专员 1 本科

1、负责招投标信息的搜集、整理、归档工作；

2、了解招标法，熟悉项目的招标投标流程，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3、按招投标文件要求，办理报名及保证金交纳等手续；

4、大专及以上学历，建筑工程管理、土木工程、造价、工程相关专业
毕业；

7-10W/年

工业设计师 1 本科

1、工业设计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有较好的美术功底与三维造型能

力，较好的审美与色彩感觉，有敏锐的洞察力与创新能力，有一定的
手绘基础；

2、熟练使用相关2D、3D专业软件，如：PS、AI、3DMAX等设计软件，
擅长产品外观设计；

3、熟悉产品设计的流程，对材料，工艺等环节有一定的认知，具有独
立完成设计项目的能力；

4、有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
5、能够独当一面，具有优秀的表达能力及与人交往的技巧 ，具备写作

设计说明的能力；
6、较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修养 ，善于思考以及独立解决问题，工

7-10W/年

17
华益药业科技（安徽）有

限公司

安徽省首家通过欧盟GMP认证，专注于为中国和欧盟市场提供片
剂、胶囊、口服液体制剂的研发生产服务型企业 ；打造开放的

口服制剂CDMO服务平台。
华益可承接片剂、胶囊剂、口服液体制剂的委托研发（包括中

欧双报）、临床批生产、商业化代工。自成立至今，已完成超
过50个产品的研发和转移，为客户在欧盟成功注册10余个产品

的药证，均实现商业化代工生产。公司现有产能30亿片，可扩
至50亿片。

公司坚持“创造价值，兼善天下”价值观，秉承“笃行致远，
惟实励新”的企业精神，为客户实现高效、高质、成本可控的

仿制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
2020年建设并启用了活性车间、口服液体制剂车间；2021年将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华益，期待与业内精英携手创造未来 ！

药物制剂研发人员 15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等相关专业
8000-15000元/月，

综合年薪14万起，
项目奖金另算。

李安迪 18095657076
hr@huayi-
pharma.com

合肥市包河区上海路11号

药物分析研发人员 15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物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
8000-15000元/月，

综合年薪14万起，
项目奖金另算。

药品检测QC 10 本科及以上 制药工程、药品检测、化学分析等相关专业
6000-10000元/月，

综合年薪10万起

质量管理QA 10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剂、药分、化工类专业
6000-10000元/月，

综合年薪10万起

商务 10
本科及以上学

历
药学、医学、国贸相关专业

8000-15000元/月，

底薪+项目奖金，年
薪10-15万起，上不

封顶

后备干部 10 本科/研究生 药学、化学相关专业
6000-10000元/月，

研究生7000起，一
本本科生5000起

生产技术人员(制粒、

压片、药品包装岗位)
10

大专学历及以

上
药品生产、设备机械类专业

5000-7000元/月

18
合肥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4年成立，为惠科集团子公
司，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合肥基地占地面积257亩，拥有13

条高效率柔性电视整机生产线，企业员工1000余人。合肥惠科
凭借强大的管理、技术、资源、成本等自身优势，2019年产值

达51亿元，高速成长的惠科为您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有竞争
力的薪资福利，诚邀您的加盟！

电子工程师 4

大专及以上

电子、机械相关 5000-8000

李主管 15705518954 1548732005@qq.com
合肥市新站区奎河路15号惠科产业
园

结构工程师 4 电子、机械相关 5000-8000
光学工程师 4 电子、机械相关 5000-8000
IE/PE工程师 4 电子、机械相关 5000-8000
品质工程师 4 电子、机械相关 5000-8000
会计专员 2 财务相关专业 5000-7000
采购专员 3 专业不限 5000-7000
计划专员 3 专业不限 50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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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合肥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4年成立，为惠科集团子公
司，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合肥基地占地面积257亩，拥有13

条高效率柔性电视整机生产线，企业员工1000余人。合肥惠科
凭借强大的管理、技术、资源、成本等自身优势，2019年产值

达51亿元，高速成长的惠科为您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有竞争
力的薪资福利，诚邀您的加盟！

商务助理 2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5000-7000

李主管 15705518954 1548732005@qq.com
合肥市新站区奎河路15号惠科产业
园

储备干部 8 专业不限 5000-8000

19
吉野家（安徽）餐饮有限

公司

吉野家品牌始创于1899年，至今已123年，并于1992年3月在中

国设立第一家日式快餐店，是主要经营牛肉饭等日式快餐的知
名跨国餐饮企业。目前吉野家在全球已经有3000家店铺，主要

在日本、东南亚、美国及中国市场，享誉全球；在中国的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近700家店铺，

1万多名员工。吉野家的发展依靠的是：吉野家的产品从原料到
制作方法都保持了一贯的品质。吉野家集团主要经营“牛肉饭

”、“寿司”、“乌冬面”、“副食”等。
吉野家（安徽）餐饮有限公司致力于三年内投资 2亿元，促进快

餐产业走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公司为员工提供广阔的发

储备干部 10 大专 不限 3-4k 方女士 13955155675
Yoshinoyafangj @163
.com

20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

捷迅光电创立于1999年，是全球领先的智能（识别）色选设备

提供商。近几年获得“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驰名

商标”、“安徽省智能分选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省级博士
后工作站”等荣誉和称号，先后承担及参与了20多个国家、省

市项目，起草并实施多项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如今，捷迅光电已建成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 ，与中粮、中储粮

、中国航天集团、中石化、中石油、鲁花集团、洽洽食品集团
、稻花香集团等企业建立了长效的合作机制 ，为其提供高品質

的色选识别解决方案。 
未来，捷迅将继续秉持“让天下享用最优質的食品”的初心，

坚守“上善若水”的企业文化内核，以“无形”之力量默默耕
耘，强化担当与奉献，致力于将最优質的食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

机械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1.机械制造及相关专业, 一本以上学历；985、211院校应届生也可；

2.有从事过机械设计的相关经验，熟练使用SolidWorks等三维设计软
件；

3.具备整机设计能力，图纸设计符合标准化要求；

9K及以上

王涛 18226131770 hr@hfjiexun.com 合肥市新站区萧城路6号

应用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1.机械类、食品类等工科专业, 985、211院校应届生优先；

2.有强烈的责任心，独立解决技术问题，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7K及以上

装配工艺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1.电气、电子、机械类专业, 985、211院校应届生也可；

2.有相关工装及自动化设计、装配调试或装配工艺精益生产等岗位工
作经验；熟练使用二维、三维制图软件；熟悉机械产品的设计、制作

工艺，有较强的工艺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
3.有大型企业装配工艺、机加工工艺、钣金焊接工艺相关工作经验优

8K及以上

区域销售经理 15 本科及以上

1.市场营销或相关专业，本科院校应届生也可；

2.熟悉市场营销工作，有地区销售网络和销售关系；熟悉行业产品动
态，熟悉产品市场情况；

3.坦诚自信，乐观进取，高度的工作热情；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有敬业精神；

4.具有独立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良好的沟通技巧和说服能力，
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10K及以上

外贸销售经理 10 本科及以上

1.英语、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本科院校应届生也可；

2.英语熟练，口语流利最好，会小语种者优先考虑；
3.有相关外贸销售经验者优先，对海外销售工作有较深刻认知，有良

好的市场判断能力和开拓能力，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4.自觉严谨、公正律己、敬业、豁达自信；高度的工作热情，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较强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

10K及以上

推广专员 2 本科及以上

1.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院校应届生也可；

2.2年以上市场营销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
3.熟悉市场营销知识、策划推广、公共关系知识和产品调研；

4.具有较强的责任心、服务意识、工作主动性，一定的沟通表达能力
和学习能力。

5K及以上

售后服务工程师 20 大专及以上

1.机械类、材料类、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通信工程、计算机类等

工学专业，本科院校应届生也可；
2.懂机器维修，掌握电钳工一体化技能优先；

3.善于沟通，能适应长期出差（1月）；
4.具有较强的责任心、服务意识、工作主动性，一定的沟通表达能力

和学习能力。

9K及以上

生产计划 1 本科及以上

1.机械类、工业设计类等相关专业

2.有三年以上大中型企业计划管理工作经验
3.熟悉计划管理工作流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办公设备

4.责任感强、工作自主，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有较强的管理能
力，富有团队合作精神。

7K及以上

管培生 10 本科及以上

1.必备条件：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

上毕业生优先；
2.加分项：有学生会、社团干部经验；参加竞赛、社会兼职经验；

3.具体岗位内容依据定岗后的岗位职责 ；
4.综合素质要求：思维清晰、反应敏捷、领悟力强、抗压能力强。

4.5K及以上

21 锦江之星酒店

锦江之星是标准经济型酒店品牌 ，自品牌创立以来，一直以统

一化、标准化的品牌及产品形象呈现给大众 。
自1997年第一家门店在上海开业以来，锦江之星连锁酒店总数

已超过1300家，其中境外2家，其余酒店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
、区）340余个城市。目前锦江之星以品牌特许经营为主 ，实施

轻资产战略，是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的主力品牌 。

销售 3 有一定的销售能力；沟通能力强；做过酒店行业的优先

工资面议、入职后

购买五险，根据工
作表现，一年后购

买公积金

程经理 18326650970
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23号锦江之星
（省供销大院内）

22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深耕环境卫生领域的投资运营

管理服务及装备制造业务。
公司以“共创共享  绿色未来”为使命，始终坚持专业化经营

营销人员 10 大专及以上 环保、环卫三年以上行业经验，能接受长期出差 面议
侯先生 15155111221 hr@jlhoe.com

合肥市新站区综合开发试验区工业
园E2栋环卫运营经理 10 大专及以上 有环卫行业经验，做过项目管理，退役军人优先，可培养 面议

2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1993年4月，是一

家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创新企业，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康提供智
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形成了以半导体显示事业为核心 ，传

感器及解决方案、MLED、智慧系统创新、智慧医工事业融合发
展的“1+4+N”航母事业群。

作为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龙头企业 ，BOE（京东方）带领中国显
示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目前全球每四

个智能终端就有一块显示屏来自 BOE（京东方），其超高清、柔
性、微显示等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知名品牌 。全球市

场调研机构Omdia数据显示，2021年，BOE（京东方）在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用领域显

设备与工艺工程师 5 本科
自动化、测控、机械、电子、材料、物理等理工类相关专业2022届毕

业生；负责设备的维护管理、产品良率的改善、新技术的推动等，确
保设备稳定高效的运行，同时提高产品的良率。

13-16万/年

徐伟堂 13083006030
xuweitang@boe.com.

cn
合肥市新站区铜陵北路2177号

采购工程专家 2 本科及以上
工作地点：合肥或苏州可选；整机行业8年以上经验，有充分的TV产品

相关成本分析经验及供应链项目管理工作经验 。
30-4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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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1993年4月，是一

家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创新企业，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康提供智
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形成了以半导体显示事业为核心 ，传

感器及解决方案、MLED、智慧系统创新、智慧医工事业融合发
展的“1+4+N”航母事业群。

作为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龙头企业 ，BOE（京东方）带领中国显
示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目前全球每四

个智能终端就有一块显示屏来自 BOE（京东方），其超高清、柔
性、微显示等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知名品牌 。全球市

场调研机构Omdia数据显示，2021年，BOE（京东方）在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用领域显

整机测试软件开发工程

师
5 本科及以上

手机、平板、笔电等消费性电子产品测试开发经验者优先 ；两年以上

软件开发经验，有C#、Java、Python、QT基础者优先。
15-30万/年

徐伟堂 13083006030
xuweitang@boe.com.

cn
合肥市新站区铜陵北路2177号

整机工艺工程师

（NPI）
5 本科及以上

2年以上消费性电子产品（结构）大厂NPI经验；手机、平板、笔电等

消费性电子产品NPI工艺经验者优先。
12-25万/年

FA失效分析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熟练使用常用分析仪器，如万用表，频谱仪、示波器等；2年以上手机

、平板、笔电等消费性电子产品FA经验。
12-25万/年

24
合肥京东方视讯科技有限

公司

BOE（京东方)创立于1993年4月，是一家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康

提供智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 ，形成了以半导体
显示事业为核心，传感器及解决方案、MLED、智慧系统创新、

以及智慧医工事业融合发展的“1+4+N”航母事业群。
  合肥京东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位于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站北新区 ，于2016
年12月15日正式投产，一期总投资16.5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要

以15.6寸~105寸液晶显示器及液晶电视机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

设备与工艺工程师 2 本科

1.22年应届毕业生，男生。

2.一本类院校毕业
3.英语通过四级/六级

电子电气机械通信自动相关专业

底薪6.5K-8.5K

谢晓龙 13083325212
Xiexiaolong-

vthf@boe.com.cn
合肥市新站高新区东方大道 2177号

自动化技术工程师 2 本科

1.22年应届毕业生，男生。

2.一本类院校毕业
3.英语通过四级/六级

4.自动相关专业

底薪6.5K-8.5K

25
精英模具（合肥）有限公

司

精英集团于1988年在香港成立,于2019年加入美国Berry集团，

目前作为Berry国际全球四大业务群之一，全权负责亚洲地区业
务。

精英模具（合肥）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于

品质工程 5  专科以上 机械、理工类专业  5K-6K

邱女士 17756085197
lingqiu@berrygloba

l.cn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 1929号

测量工程 5 专科以上 专业不限，有CAD软件基础 5K-6K
生产技术 5 专科以上 高分子材料成型等机械类专业 5K-6K

设备管理 5 专科以上 机电专业，熟悉线路图 5K-6K

26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JEE）成立于2005年1月，是国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是国内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解决方

案专家, 客户群覆盖奔驰、大众等外资企业及 蔚来、小鹏、理
想等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JEE于2021年11月10日在上交所科创

板上市，股票简称：巨一科技，股票代码：688162

仓库管理员 5 专科及以上 35岁以下、熟悉基本办公软件、具备叉车证优先；

4500-6000；五险一

金、饭补、夜班补
助、生日/节日福利

、提供宿舍等

顾女士 0551-62249872
guyongli@jee-

cn.com
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工业园繁华大道
5821号

27
峻凌电子（合肥）有限公

司

峻凌电子（合肥）有限公司公司坐落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 ，占

地面积达29000平方米。于2010年1月成立，是台湾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金，母公司台湾表面粘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公司)设在台湾，为台湾百强科技企业，下设中国香港
、美国、东莞、苏州、宁波、厦门、青岛等子公司。公司主要

TE测试技术员 10

专科及以上

计算机，应用电子类

5000-7000 任女士 19956591127 jing-ren@tsmt.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蓬莱路 1551号

ME自动化设备技术员 10 机电、机械、自动化类
SMT技术员 5 机电、机械、自动化类
AOI技术员 5 计算机，应用电子类

程序员 6 计算机，应用电子类

28
康宁汽车玻璃系统（合

肥）有限公司

康宁汽车玻璃系统（合肥）有限公司是康宁全资子公司。2018

年6月，在合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宣告成立 ，在合肥新站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汽车玻璃解决方案业务 。合肥工厂是康宁

全球首家生产用于汽车内饰的康宁大猩猩玻璃 ，这款盖板玻璃
解决方案专门为汽车内饰应用而设计 ，不仅经久耐用，并且具

有光学优势。康宁一直致力于为中国汽车行业服务 ，凭借在汽
车市场、显示玻璃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数十年的领先地位 ，康

宁先进的技术玻璃解决方案为车载玻璃客户提供一个广泛的合
作伙伴生态系统。作为康宁在中国大陆布局的第一家生产汽车

玻璃的生产基地，合肥工厂展现了康宁继续投资中国的决心 ，

设备技术员 2 专科及以上
三年以上机械或电气维护经验，
适应倒班工作。

6000-8000 邹女士 0551-64856266-8902 Zouc@corning.com 合肥市新站区武里山路1399号

29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科大国创源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拥有一支4000人高水平的研

发团队，是国内领先的数据智能高科技上市企业 （股票代码：
300520），致力于打造软硬件一体化的数据智能产品 ，提供以

云平台为基础的IT整体解决方案与服务，赋能各行业领域客户
专属的数据智能化能力，推动国家以数据为驱动的数智化转型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公司已成为大数据研发和应用的国家
队，数据智能技术与实践的引领者，高可信软件研发及推广的

创新者。

算法工程师 10 硕士 计算机类、数理类 10k以上

李玲玲 19955129990 hr@ustcsoft.com 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

研发工程师（形式化方

法方向、5G、云计算、
大数据、AI）

4 博士 计算机类、数理类 面议

研发工程师（java、C

、C++、C#）
50 本科 计算机类、数理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类

5k-8k

前端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类、数理类
硬件助理工程师 5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类
硬件测试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类、数理类
电气助理工程师 5 本科 自动化、电气相关专业
结构助理工程师 5 本科 自动化、电气相关专业

客户经理 10 本科 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类相关专业，计算机类、数理类专业优先

30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88027）成立于

2009年，发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秉承“量子科技 产业报国
”理念，围绕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应用，开展量子保密通信产

品及安全应用、量子计算仪器设备相关业务，是中国量子信息
产业化的开拓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公司是全球少数具有大规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设计 、供货和部
署全能力的企业之一，产品被部署在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 、城

硬件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通信/光通信、光电、网络、电子工程等相关专业。

面议 周玉芳 0551-65723019
zhaopin@quantum-

info.com

合肥市文曲路与华佗巷交口科大国

盾量子产业园

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子信息、计算机、通信工程、密码等专业。
测试工程师 2 本科  通信、计算机、光电等相关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
光学工程师 2 本科 具有光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工艺工程师 2 本科 电子、光学、物理等相关专业；
FPGA工程师 2 本科 电子信息相关专业，有算法设计经验者优先；
IQC工程师 2 专科 电子、物理相关专业

31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2011年在深交所创

业板挂牌上市(SZ.300222)，公司是全国领先的智能工业、智能
配电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

公司以“数字工业、数字能源”两大业务载体，积极布局主动
配电网等核心技术研发，凭借在工业生产、智能配电网领域的

技术、产品工艺及应用实践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围绕综合能
源、基础工业、消费品制造业等行业客户实际应用场景 ，提供

智能装备、智能电网终端设备、工业机器人系统化集成等产品
及涵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1、硕士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沟通能力
3、熟悉至少一门编程语言如(C、C++、Python、Java、等)

8000-16000

蔡文涵 18105699360
hfcampus@csg.com.c

n
合肥市望江西路5111号硬件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1、硕士及以上学历，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等相关专业

2、熟悉数字/模拟电路设计等硬件相关知识，有硬件系统设计经验,能
熟练绘制硬件原理图和 PCB图

8000-16000

售后技术支持 5 大专及以上
1、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能接受出差

3、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4000-6000

32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KEWELL TECHNOLOGY CO.,LTD.） 是
一家以测试电源为基础产品，为多行业提供测试系统及智能制

造设备的综合性测试装备公司。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线有测试电源 、燃料电池测试装备、功率半

导体测试及智能制造装备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发电、电
动车辆、燃料电池、功率半导体等工业领域。由于测试电源产

品运用的广泛性特点，公司产品还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电子
、智能制造、机电设备、航空航天、实验室认证等众多行业领

域。
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升级和迭代与市场深耕积累了大量的行业

应用经验相结合，公司实现了前沿理论技术与实际工业场景的
融合，有针对性的为下游行业领域客户提供所需的测试装备 。

公司多款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产品远销欧洲、日韩及多个东
南亚国家，是为数不多跻身国际测试设备供应商体系的中国本

土品牌，并已成长为一家国内领先、业界知名的综合性测试装
备公司。

“勇担当、敢创新、精益求精”是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科威尔
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测试装备供应商 ，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产品和服务，让测试精准便捷。

硬件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等专业
10-25W

朱赢正 0551-66858135 hr@kewell.com.cn 合肥市高新区大龙山路8号

结构工程师 6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自动化、机械、通

信、物联网等专业
10-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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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KEWELL TECHNOLOGY CO.,LTD.） 是
一家以测试电源为基础产品，为多行业提供测试系统及智能制

造设备的综合性测试装备公司。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线有测试电源 、燃料电池测试装备、功率半

导体测试及智能制造装备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发电、电
动车辆、燃料电池、功率半导体等工业领域。由于测试电源产

品运用的广泛性特点，公司产品还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电子
、智能制造、机电设备、航空航天、实验室认证等众多行业领

域。
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升级和迭代与市场深耕积累了大量的行业

应用经验相结合，公司实现了前沿理论技术与实际工业场景的
融合，有针对性的为下游行业领域客户提供所需的测试装备 。
公司多款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产品远销欧洲、日韩及多个东

南亚国家，是为数不多跻身国际测试设备供应商体系的中国本
土品牌，并已成长为一家国内领先、业界知名的综合性测试装

备公司。
“勇担当、敢创新、精益求精”是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科威尔

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测试装备供应商 ，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产品和服务，让测试精准便捷。

测试工程师 4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等专业
9.6-12W

朱赢正 0551-66858135 hr@kewell.com.cn 合肥市高新区大龙山路8号

软件工程师 6 硕士及以上
计算机、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软件、控制、自

动化、机械、通信等专业
18-25W

客服工程师 6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等专业
9.6-12W

销售工程师 8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市场营销、外语等专业
10-15W

系统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电化学、制冷及低温工程、车辆工程、化工、仪

器仪表、物理、控制、燃料电池、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软件、自
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等

10-20W

电气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电化学、车辆工程、化工、仪器仪表、物理、控

制、燃料电池、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软件、自动化、机械、通信
10-15W

自动化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电化学、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软件、自

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等专业
10-15W

产品经理 5 硕士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电化学、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软件、自

动化、机械、通信、物联网等专业
15-25W

生产测试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电力、电子、电气、车辆工程、仪器仪表、控制、自动化、机械、通

信、等专业
5-7K/月

33
合肥力翔电池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合肥力翔电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于 201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

动力电池铝壳、盖板的制造企业，产品主要用于特斯拉、宝马
等新能源电动汽车。公司现已建成合肥力翔、昆山力翔、青岛

力翔、庐江力翔、安徽力翔五大生产基地，在建常州一欣、宜
春一欣两大生产基地，并成立安徽斯翔、东莞钜升、江苏兴荣

三家合资公司。同时公司拥有一批智能化自动生产线及先进的

模具学徒 5 专科及以上 机械、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4000-5000

张志伟 18956079371
xiejingwen@hflxdc.

cn
合肥市新站区珍珠路7号

工艺助理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材料、机械、机电相关专业 5000-7000
产品开发助理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5000-7000

项目助理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5000-7000
品质助理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理工类专业 5000-7000

行政专员 2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 4500-5500

34
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联宝科技成立于2011年，现有员工超过2万人，注册资金26500
万美元，是联想集团在全球最大的PC研发和制造基地，联宝科

技以强大的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全面的数字化驱动，构建智
能制造体系，拥有大型的PC制造单体厂房和技术先进的智能主

板、整机组装生产线。主要产品包括Lenovo和ThinkPad系列笔
记本电脑、超小型计算机、存储产品、服务器和智能物联设备

等，产品销往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新售出8台笔记本
电脑，就有1台诞生在联宝科技。2020年，联宝科技全年营收突

破1000亿元，成为合肥市首家千亿企业，2021年，联宝科技再
跨双百亿，成为安徽省百强企业前三甲。

设备带线技术员 8

专科及以上

1. PCBA段所有设备故障处理;

2. 裁板机、点胶机日/周/月保养;
3. 协助产线换线裁板机、点胶机程式制作，固化炉轨道宽度调整等相

关工作;
4. 载板程式及试投万用裁板治具制作 .

5k-7k 俞先生 18656068445
Semeer.Yu@lcfuture

center.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龙谭路联宝
公寓

生产组长 5

1.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质量、效率、交付等各项指标达

成；
2.人员管理，对产线作业员进行技能培训，并进行有效管理；

3.现场7S维护，确保良好的工作环境及工作纪律 ；

治具维护技术员 6
1. 负责产线FCT治具异常处理；

2.新治具跟踪上线调试及治具的问题并反馈 ，协助优化；
3.收集治具异常并提出技术创新。

MB电子维修 6

1.具备英语听说读能力。

2.有相关电子电路分析能力。
3.使用风枪/烙铁等维修工具, 具备电子元件基础，有数电、模电理论

知识基础；
4. 熟练操作运用Excel, Word, PPT等常用办公软件。

失效分析技术员 2

机械、机电、电子电气相关专业：

1.性格沉稳；
2.有意愿长期从事实验室工作；

3.动手能力强。

成本管控员 1

每日厂区运营费用测算.

厂区人力工时管理.
厂区生产效率管理.

财务费用review管理.
财务相关专业优先

35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

司

联合利华是世界500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

一，400多个品牌畅销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食品、家
庭护理及个人护理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有中华、力士

、多芬、清扬、旁氏、凡士林、奥妙、和路雪、家乐、金纺等
。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亦是我司最大的生产家庭及个人护理用

品的战略生产基地，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2020年，联
合利华合肥工业园凭借其高度自动化 、智能化、灵活性、可持

续性的管理与运作成功，被评选为制造业领域的“灯塔工厂”
。 

技师培训生项目是联合利华针对大专生同学打造的重点培养项
目，旨在通过3年多方位培养，多岗位学习，旨在将技术小白培

养成一线的技术骨干，为公司储备技术人才和一线管理人才 。

技师培训生 20 大专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安全质量等

相关专业
4000+ 石女士 13262778501

Sheena.shi@unileve

r.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88号

36 合肥林汇教育培训学校
合肥林汇教育培训学校，是一家经教育局批准具备正规办学资

质的民办培训学校，主要针对在校生及社会成人做学历提升
（高升专、专升本，本升硕）及各类资格证书考试培训。

招生顾问 20 专科 愿意吃苦耐劳、对挣钱有欲望 底薪+提成（不限）
杨艳霞 19966149261 2635245340@qq.com 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拓基广场

教务 10 专科 细心负责、有教育相关经验者优先 3800+提成

37
庐阳区海棠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经合肥市编办批准 ，于
2005年成立，管辖6个社居委，面积5.6平方公里，是合肥市城

镇职工和城镇居民 医疗机构。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部分药品
零差价销售，2009年被纳入合肥市示范化建设单位 ，2010年1月

1日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药品零差率销售 。中心建筑面积1801多平
方米，中心医疗设备较齐全，检验科有进口双通道血球分析仪

、全自动生化仪、血凝仪、电解质分析仪、血流变检测仪、尿
常规检测仪；影像科有500毫安X光机、东芝彩色B超机、12导联
心电图机等设备。能够满足常见病、多发病各项检查的需求。

社区医院公卫科团队长 1 预防医学、卫生信息管理或相关医学专业 3000-4000

周会计 19966469793 庐阳区海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外科医生 2
助理医师以上职称；熟练掌握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具

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具有丰富临床经验+沟通能力强，熟练的运用医学
知识及接诊技巧开展工作；条件优秀者待遇可面议。

6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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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庐阳区海棠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经合肥市编办批准 ，于
2005年成立，管辖6个社居委，面积5.6平方公里，是合肥市城

镇职工和城镇居民 医疗机构。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部分药品
零差价销售，2009年被纳入合肥市示范化建设单位 ，2010年1月

1日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药品零差率销售 。中心建筑面积1801多平
方米，中心医疗设备较齐全，检验科有进口双通道血球分析仪

、全自动生化仪、血凝仪、电解质分析仪、血流变检测仪、尿
常规检测仪；影像科有500毫安X光机、东芝彩色B超机、12导联
心电图机等设备。能够满足常见病、多发病各项检查的需求。

住院部医生 1 大专以上学历
1、内科或中医专业，执业医师以上职称，可变更注册；

2、大专以上学历，能够独立值夜班；
3、待遇优厚，有民营医院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7000-10000
周会计 19966469793 庐阳区海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视频剪辑 1

负责企业宣传片文案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后期、剪辑制作；配合

市场进行线上线下的品牌宣传与推广及配合各需求部门进行视频的后
期制作；

协调与沟通制作过程中的相关各环节 ；完成制作全过程，保证成片质

面议

38
合肥市新站区梅嘉建材经
营部（马可波罗瓷砖合肥

公司）

“马可波罗”品牌诞生于1996年，作为国内最早品牌化的建陶

品牌之一。马可波罗瓷砖是一个建陶品牌 ，已经有了25年的发
展历史，在全国拥有4500+家专卖店。马可波罗以“文化陶瓷”

占领市场，享有“仿古砖至尊”的美誉。目前产品涵盖亚光砖
、抛光砖、抛釉砖、内墙瓷片、微晶石、手工雕刻砖等，是国

内建陶产品系列最全的品牌。企业拥有400多项专利，其自主研
发的原创设计--“中国印象”系列产品，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

髓展现在瓷砖上，引导设计之风回归东方禅韵，受到国内外消
费者和专家的广泛关注。2021年品牌价值大约637.58亿。

马可波罗将通过对资本、知识、人才、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不断
整合运营，不断培植企业核心竞争力，位列中国建陶三甲，向

百年陶企，世界品牌目标奋进！

开票员 1 专科 财务管理、会计相关专业 4000+ 姚女士 15665600686 1099141309@qq.com
合肥市瑶海区合裕路红旗建材市场 B

座5楼

39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53年，安徽省

省属国有企业，甲级勘察设计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持有
煤炭行业（矿井、选煤厂）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建筑、市政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本科及以上
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专业业务知识

有较强的钻研精神，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正式聘用后办理“

五险一金”，待遇
从优。

张部长 0551-65602091 150349081@qq.com电子信息工程 1

人力资源管理 1

40 安徽省美佳厨饰有限公司

安徽省美佳厨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时尚家居产品研发 、生产、

销售、配套服务四位一体的专业家具企业 ，覆盖整体橱柜、整
体衣柜、玄关柜、餐边柜、电视柜、卫浴柜、阳台柜、书柜等

全屋定制模式。品牌成立于2000年，总部设立在科技之城—安
徽合肥，现已于合肥新站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建成 128000平方

米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拥有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美佳面向
全国市场，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近500家。美佳22年一直致力于

培训讲师 3 本科及以上 三年以上全屋定制行业产品培训经验 8K-13K

李明洁 0551-64252198 482726313@qq.com 合肥市新站区瑶海工业园区

家居软件实施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 三年以上全屋定制行业经验， 具备设计软件熟练操作能力                                     8K-15K
城市经理 10 大专及以上 一年以上全屋定制行业工作经验 ，25-35岁优先考虑 9K-15K
招商经理 5 大专及以上 一年以上全屋定制行业工作经验 ，25-35岁优先考虑 8K-13K

家装业务经理 10 大专及以上 一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18-30岁优先考虑 8K-13K
门店导购 15 大专及以上 经验不限，18-30岁优先考虑 8K-13K

安装学徒 10 不限 经验不限，18-28岁优先考虑， 踏实认真，具有服务意识 3K-4K

41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7年7月22日（股票代码
000868），其前身合肥淝河汽车制造厂始建于 1966年。安凯客

车是专业生产全系列客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大型国有上市公司 ，
具备客车年综合生产能力1.2万辆，拥有客车整车生产中心和1

个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
点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电动客车整车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电动客车整车
系统开发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三大国家级研发平

台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技术岗 5 本科及以上

1、能够取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2、综合素质良好，专业知识优良，身体健康；                                         

3、有相关科研经验者优先考虑，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三好学生优先
考虑。

综合年薪

普通本科8-10W 
双一流院校10-12W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1-13W

殷金泽
0551-62297704/ 

18225861024
zhaopin@ankai.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 99号国内营销岗 5 大专及以上

综合年薪               

大专生5-6W            
普通本科8-10W         

双一流院校10-12W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1-13W

国际营销岗 5 本科及以上

综合年薪 

普通本科8-10W 双
一流院校10-12W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1-13W

42
安徽岸香国际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安徽岸香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现有门店100多
家，员工队伍4000多人。已发展成为咖啡连锁、酒店连锁、快

餐连锁、商贸流通、工程装饰、食品加工6大产业于一体的多元
化产业集团，并获得广大消费者及行业组织的认可 ，连续5年荣

获“中国餐饮百强企业”称号，并获得“改革开放40年中国餐
饮行业·模式创新突出贡献企业”、“中国餐饮徽商杰出品牌

”、“2018中国经济年度创新企业”、“2020中国饭店餐饮业
防疫复工优秀企业”等百余项荣誉称号。

审计经理 2 本科及以上

1、拟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相关制度 ，向集团公司董事会提交年度审计

工作计划。 
2、依据审计程序，组织实施集团公司及所属分、子公司年度经济效益

审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参股单位年度经济效益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等。 

3、根据集团公司安排及时完成各项专项审计调查工作 。对审计项目实
施程序、审计取证、审计质量等全面负责。

4、负责本部门拟发文件的审核把关 ；及时编写审计报告，报告中应提
出合理的整改措施或建议。

7000-9000

饶经理
17756062882 

18756037712（微

信同号）

117940796@qq.com 合肥市各区均有门店可就近安排
企划文案编辑 2 专科及以上

1、负责对外宣传资料和文案的撰写 ，

2、根据业务需要制作各种宣传资料 ，塑造良好企业形象
3、结合公司所做项目不同，在时间期间内完成相应的文案撰写工作

4、按时保质完成部门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积极配合其他部门所需文

6000-8000

管培生 50 专科及以上
1、熟悉餐饮服务行业服务方面专业知识 ；

2、愿意接受轮班制的工作。 3500-4500

店长助理 5 专科及以上

1、从事餐饮行业1年以上管理经验，熟悉管理流程；

2、团队协作意识强，具备一定培养人才的能力。
3、愿意接受轮班制的工作。

5500-7500

43
安徽奥太焊接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奥太焊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焊接设备、焊接

检测设备、焊接环保设备等的销售公司，前身系山东奥太电气
有限公司下属的苏皖代表处，负责安徽和江苏两个省的市场销

售后工程师 2 专科 电子、电力、无线电自动化、汽车、机械等相关专业 能接受高频短期 5000-8000
0551-64221658 合肥市濉溪路87号国金大厦1606

销售助理 2 专、本科 能接受高频短期出差 5000-10000

44
安徽百诚慧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大数据企业、合肥市道路交通智慧

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市高新区蹬羚企业、合肥市高新
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年销售额3个亿，注册资金3242万元，总部

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在安徽、云南、广东、新疆等设立了八个
分公司；在职员工300人，本科以上学历70%，核心团队具有近

三十年公安交通行业经验。

售前工程师 5 本科 交通工程 5k-8k

王女士 0551-69022804 hr@ahbcht.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 B3
幢北楼7层

交通工程师 2 本科 交通工程 5k-8k
销售工程师 10 本科 交通工程 5k-8k
JAVA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 8k-10k

工程项目助理工程师 2 本科 交通工程 5k-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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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徽百诚慧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大数据企业、合肥市道路交通智慧

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市高新区蹬羚企业、合肥市高新
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年销售额3个亿，注册资金3242万元，总部

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在安徽、云南、广东、新疆等设立了八个
分公司；在职员工300人，本科以上学历70%，核心团队具有近

三十年公安交通行业经验。 技术支持助理工程师 3 本科 交通工程 5k-8k

王女士 0551-69022804 hr@ahbcht.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 B3
幢北楼7层

45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抗乙肝 、抗艾滋病制剂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在安徽省开创先
例，率先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制药企业 。贝克生物以

手性药物、生物制药为主，长期致力于抗病毒制剂研发，建立
了国内具有优势产能、齐全品种的抗艾滋病、乙肝制剂生产

线，可生产抗乙肝和艾滋病药物10个单方制剂与3个复方制剂及

合成研究员 2 本科 化学、药物化学相关专业 5k-8k

苏其成 0551-65228223 hr@bcpharm.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红枫
路30号

分析研究员 10 本科 制药工程、药学相关专业 5k-8k
QA 5 本科 药学相关专业 面议
QC 5 本科 药学相关专业 面议

生产工艺员 10 本科 药学相关专业 面议

细胞培养工程师 2 本科 生物工程相关专业 5k-8k

46 安徽博润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博润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5 月，公司生产建筑面

积8600 平方米，生产范围中药饮品（净选，洗润，切制，蒸
制，煮制，炒制，灸制，煅制，燀制，煨制，制炭，发酵）可

生产加工中药饮片600 余种，养生代用茶花茶系列产品，药食

化验室 QA 3-5名 大专以上
药学及相关专业，能够针对检查的问题 与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并

解决问题。
3000-3500

黄凤美 13865297123 bryyvip@163.com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工业园

区烔庆路化验室主任 1-2名 大专以上 药学及相关专业，能全面负责化验室工作，沟通能力强。 6000-8000

实习生 3-5名 大专以上 药学、药品及相关专业。 2500-2800

47
安徽巢能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安徽巢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巢湖烔炀镇工业

园区，主营钢结构制品制作、销售、施工，产品涵盖H型钢、箱
型、格构柱、桁架、圆管柱、十字柱、桥梁制作、C型及Z型檩

详图技术员 2 专科 两年以上同岗位经验 1万-1.5万/月

刘宁 13965007041 49671930@qq.com 巢湖市烔炀镇工业园区会计 1 专科 两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 4千-6千元/月

业务员 10 专科 良好沟通协调、意愿从事有竞争力岗位 5000元/月+提成

48
安徽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产品和

解决方案提供商；成立于2002年，是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一直
致力于安防领域的无线应急通信 、移动视频应用的研究和开发

。拥有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10多项，研发专利40多项。多款便
携式智能终端产品，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18年荣获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安防企业卓越企业奖 ，是中国安防最具影响
力的品牌之一。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创世科技已在公安、消

防、电力、法院、民爆、交通、旅游、边防等行业部门得到了
广泛应用，为国内重大事件以及重大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技防保

障，如：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监控、上海世博会安保、北京奥
运会场馆建设安保、国庆六十周年安保、世界制造业大会安保

等。

客户端软件工程师 4 本科学历及以 热爱及熟悉C++编程。计算机、软件工程等专业。 8-15K/月

陈女士 0551-65898239 zhaopin@crearo.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12号创
世大厦

安卓软件工程师 4
本科学历及以

上

有硬件系统设计，包括原理图设计、元器件选型、指导PCB版图设计经

验优先。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8-15K/月

硬件工程师 4
本科学历及以

上

熟悉C或C++,熟悉TCP/IP编程及多媒体编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测控

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8-15K/月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6
本科学历及以

上

具备扎实的C/C++、C#编程功底如Visual Studio、Eclipse等。计算机

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8-15K/月

系统软件工程师 5
本科学历及以

上

熟悉Javascript、PHP、C#等语言，热爱软件编程，能够独立解决问

题，思维敏捷。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8-15K/月

WEB软件工程师 3
本科学历及以

上

熟悉一种或多种测试工具，有编程能力者优先。软件工程、通信工程

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8-15K/月

测试工程师 6
本科学历及以

上

良好的沟通和应变能力，乐于接受挑战，可接受长期驻点和全国一二

线城市调派。计算机、通信工程、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
8-10K/月

销售工程师 10
本科学历及以

上

动手能力强，熟悉移动视频设备基本构成，能适应长/短途出差服从分

配者优先。计算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10-20K/月

技术支持工程师 6
本科学历及以

上

计算机、通信工程、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后期接受公司的

安排至全国一二线城市工作。
8-10K/月

管培生 10
本科学历及以

上

有硬件系统设计，包括原理图设计、元器件选型、指导PCB版图设计经

验优先。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以上。
面议

49
安徽德开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德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清华启迪科技城机器人产业园
基地，是一家致力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及应用的高科技公司 ，是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林业智能装备与信息化分会联合发起单
位，银杏生物医药国家创新联盟理事单位 。目前公司主要项目

有《森林防火实时监控平台》、《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平台》、
《融合实物机器人的三维应急救援与虚拟演练系统 》、《基于

VR技术实景虚拟现实平台》、《无人机遥感视频操控系统》、
《森林生态（道地）药材溯源系统》等。

VR虚拟现实技术工程师

（C/C++）实习生
10

专科及以上学

历

1.计算机、人工智能、数学、电子、网络工程等相关专业。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有团队意识，抗压能力强，能够接受并通过公司
年薪10-18万

方先生 17354141208 1214512178@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与宿

松路交叉口启迪科技城1栋102室

前端开发工程师 8
专科及以上学

历

1.计算机、电子、自动化、通信、网络工程、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2.有专科及以上学历。             3.有C语言、Java或其他语言基
础，对软件开发感兴趣，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

首年年薪6-10万

JAVA+大数据开发工程

师
8

专科及以上学

历

1.计算机、电子、自动化、通信、网络工程、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2.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3.有C语言、java或其他语言基
础，能够接受并通过公司培训对软件开发感兴趣 ，具有很强的逻辑思

年薪8-15万

实施/运维工程师 10
专科及以上学

历

1.计算机、电子、自动化、通信、网络工程、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2.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
3.能够接受并通过公司培训，抗压能力强且愿意出差。较强的沟通能

力，学习能力，逻辑思维，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

年薪6-12万

无人机飞手 10
专科及以上学

历

1.电子、自动化、通信、网络工程、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2.对无人机飞控有一定的兴趣爱好 。
3.能够通过公司培训获取国家认可的飞行执照 。具有团结协作能力和

学习能力，吃苦耐劳，能够接受出差。

年薪6-10万

人事专员 6
专科及以上学

历

1.电子、自动化、通信、网络工程、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2.对无人机飞控有一定的兴趣爱好 。
3.能够通过公司培训获取国家认可的飞行执照 。具有团结协作能力和

学习能力，吃苦耐劳，能够接受出差。

年薪6-10万

50
安徽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AHE）成立于2009年，集团自创
建以来，依托国际市场，致力于国内外工程总承包、系统工程

成套、机电产品的生产制造及进出口业务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会计 2 本科

1、年龄：28-40岁，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会计初级

以上职称者优先录用； 
2、有2年以上相关会计工作经验，能够独立进行账务处理，熟悉会计

法规和税法，熟练使用财务软件；具有生产制造）业或建安业工作经
验者优先录用；

3、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财务分析能力 ；                  

5000元起
（有能力、有工作

经验者薪资面议）

王女士    

李女士

15751348601/139

65122630     
642226567@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 582号

质检员 2 大专

1.年龄：25-35岁，制药工程、药品检测、化学分析等相关专业，大专

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及分析检测技术的能力 ；                    
2.了解实验室相关规定；

3.具有独立做前处理及常规理化、微生物检验等工作能力；               
4.熟悉常用电脑软件操作，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5.至少具有2年以上检测工作经验，具备口罩检测工作经验的人员优先

4000元起

（有能力、有工作
经验者薪资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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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安徽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AHE）成立于2009年，集团自创
建以来，依托国际市场，致力于国内外工程总承包、系统工程

成套、机电产品的生产制造及进出口业务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专职驾驶员 1 大专

1、必须有专职司机从业经历，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25-30周岁；                

2、持有C1及以上驾驶证，5年以上驾龄，退伍军人优先；                  
3、具有良好的驾驶技术和安全服务意识 ，爱惜车辆，熟悉车辆性能及

保养常识；
4、身体健康，工作积极有责任心，能够适应突发工作安排。

5000元起

（有能力、有工作
经验者薪资面议）

王女士    

李女士

15751348601/139

65122630     
642226567@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 582号

办公室行政 人员 1 本科

1、年龄25-35周岁，本科以上学历、行政管理、中文等相关专业；                             

2、具备2年及以上企业办公室管理经验或相关办公室工作经验 ；                      
3、性格阳光开朗，为人诚实正直、做事果断，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

执行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头脑冷静，思维敏捷。

5000元起

（有能力、有工作
经验者薪资面议）

工程项目经理（房建） 2 大专

1、年龄：30-40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相关专

业；                2、身体健康，工作态度踏实勤奋，责任心强，
沟通、执行、计划组织能力强； 

3、精通施工工期、施工工艺、施工质量的管理，精通工程成本的控
制；具有5年以上大、中型工程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经验 ，且具备主持过

一个及以上完整工程项目的实践经验 ；
4、熟悉房建项目的整个施工流程，具备独立完成工程项目的管理能

力；                        5、须持有一级建造师证书，房建专
业；                                            6、可以跟随工

10000-15000元

（有能力、有工作
经验者薪资面议）

招商经理 2 大专

1.男女不限，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商业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

专业；2. 5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3年以上招商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                    
3. 良好的组织协调、人际沟通能力与商务谈判能力；具备较强的书面

表达能力，分析报告的审阅和撰写；
 4. 具有产业园招商、会议租赁经验优先，且能驻省内项目地办公。

8000-11000元

（有能力、有工作
经验者薪资面议）

机械工程师 4月6日 本科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机械设计等相关专业，年龄35周岁以下；无

经验者也可，公司给与培养机会。                2、熟悉常用材料
的特性、公差配合、机械加工等机械基础知识，能够进行常用传动机

构、气动系统的设计，熟悉丝杆，直线导轨，液压系统等常见零部件
的选型。                                           3、具备非

标自动化设备设计经验、有独立承担项目的经验优先；有激光焊接，
弧焊或白车身焊接的项目经验优先 。                                        

4、熟练使用SolidWorks，AutoCAD或CAXA等设计软件，常用办公软件
熟练； 5、具有良好的计划制定能力和较强的任务意识和执行力 ，有

责任心与上进心 。

1、0-2年非标自动

化行业工作经验：
3000-8000元/月；

招聘人数：6-10人
。 2、3-5年以上非

标自动化行业工作
经验：8000-15000

元/月；招聘人数：
4-6人       3、年

底发放项目奖金，
1-3个月年终奖金。

机器人工程师 2 大专

1. 大专及以上学历，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至少

1年以上自动化控制的工作经验优先 ； 
2. 熟练掌握1-2种主流机器人（ABB、KUKA、FANUC、YASKAWA机器人)

配置、调试，能够独立进行工作； 
3. 跟进项目现场电气施工情况，能分析并处理现场电气问题；                              

4.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能够适应短期出差的要求。

年底发放项目奖

金，1-3个月年终奖
金； 优秀者作为储

备干部进行培养；
1-3年工作经验

6000-10000元/月。

电气工程师 2 大专
1. 大专以上学历，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至少3

年以上自动化控制的工作经验；

年底发放项目奖

金，1-3个月年终奖

装配钳工 2 大专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先；                                     
3、从事过非标自动化领域设备装配 ；

4、为人诚恳，做事踏实，能吃苦耐劳，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和大局意识
。

年底发放项目奖

金，1-3个月年终奖
金； 优秀者作为储

备干部进行培养；
1-3年工作经验

装配电工 2 大专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从事过非标自动化领域设备装配 ；

4、为人诚恳，做事踏实，能吃苦耐劳，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和大局意识
。

年底发放项目奖

金，1-3个月年终奖
金； 优秀者作为储

备干部进行培养；
1-3年工作经验

电气工程师（仪器仪表
、电缆、配电柜线路

等）

2 大专
1、专科以上学历，电气工程等专业，工作经验丰富者优先考虑；                            
2、入职购买五险；执行所在项目上的考勤制度；                                    

3、工作地点、项目服从公司统一安排。

15000-18000元（有
能力、有工作经验

者薪资面议）

51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是由安徽省

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独立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是经国
家发改委和住建部批准设立的甲级规划咨询 、勘察设计、信息

化设计施工一体化大型国有企业 ，是安徽省内唯一的四甲通信
类设计院，公司注册资本12008万元。公司现有中高级职称200

多人，博士3人，硕士60多人；高端执业资格110多人，包括国
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师、建造师、公用设备工程

师、电气工程师、造价工程师、安全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招
标师等。近年来公司主要客户和长期合作伙伴包括中国电信 、

中国铁塔、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华为、中兴等国内
外知名通信生产制造商，政府、电力、水利、广电、教育等各

类行业客户。业务覆盖国内16个省市和海外30多个国家。

通信工程设计师 1 本科以上

1.年龄：28周岁以下；

2.学历：全日制一本及以上；
3.专业：通信工程、计算机、信息管理、电子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4.其他：能够熟练操作WORD、EXCEL、FOXMAIL等办公软件，掌握计算
机及通信相关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阅读理解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8000-12000

章华林 18256975982 1948731110@qq.com 合肥市潜山路388号
电力工程设计师 1 本科以上

1.年龄：28周岁以下； 

2.学历：全日制一本及以上；
3.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控制工程等相关专业；                                         

4.其他：能够熟练操作WORD、EXCEL、FOXMAIL等办公软件，了解电力
光缆（ADSS、OPGW等）基本设计知识；掌握电力线路相关专业设计软

件，熟练使用基本办公软件与制图软件 ；专业知识良好，具有良好的
沟通、协调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80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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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是由安徽省

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独立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是经国
家发改委和住建部批准设立的甲级规划咨询 、勘察设计、信息

化设计施工一体化大型国有企业 ，是安徽省内唯一的四甲通信
类设计院，公司注册资本12008万元。公司现有中高级职称200

多人，博士3人，硕士60多人；高端执业资格110多人，包括国
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师、建造师、公用设备工程

师、电气工程师、造价工程师、安全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招
标师等。近年来公司主要客户和长期合作伙伴包括中国电信 、

中国铁塔、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华为、中兴等国内
外知名通信生产制造商，政府、电力、水利、广电、教育等各

类行业客户。业务覆盖国内16个省市和海外30多个国家。
系统集成项目经理 1 本科以上

1.年龄：28周岁以下；

2.学历：全日制一本及以上。
3.专业：自动化、计算机、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                                        

4.其他：能够熟练操作WORD、EXCEL、FOXMAIL等办公软件，掌握计算
机等相关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和语

8000-12000

章华林 18256975982 1948731110@qq.com 合肥市潜山路388号

52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丰原集团医药板块的上市公司 ，

是安徽省第一家医药类上市公司 ，集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现有

53条通过GMP认证的生产线，产品涉及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
成药、中药饮片、原料药五大领域，涵盖解热镇痛、妇儿、神

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营养类、抗生素类等7大类、

项目调研 3 本科及以上 药学相关专业 4k-6k

袁子欣 13100693236 364879518@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园区大连路
16号

采购员 2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 4k-6k
工程审计 2 本科及以上 工程安装造价专业，具备工程预决算及工程管理方面专业知识 5k-6k
经营审计 2 本科及以上 审计财务相关专业，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5k-6k
药品注册 1 本科及以上 药学相关专业，具有药品注册相关工作经验 4k-6k

医药业务员 20 专科及以上 药学、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6k-10k

53
安徽凤凰有道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安徽凤凰有道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凤凰有道集团），秉承
“创意内容服务”的理念，经营业务包括：互联网宣传、新媒

体运营及营销、短视频制作及账号运营、活动策划与执行、整
合营销、技术开发等。多年来荣获安徽省网络公益“年度传播

力”奖项、“安徽省争做中国好网民”活动优秀组织奖、“安
徽省网络公益年度优秀项目”、“安徽省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

先进单位”等奖项，屡受主管部门好评，并依托政府资源成立
政协联心汇委员工作室、新阶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策划专员 1 本科以上学历
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媒体整合成功案例者优先；具有较强的新

闻、热点敏感性，有较强的文案策划功底；网感好，创意优，执行力
强，有良好的策略思考能力；能熟练掌握办公软件，拥有一定美感。

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绩效奖金+司龄工
资+年终奖金

0551-65535299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凤栖新

媒体产业基地
新媒体编辑 1 本科以上学历

具备新媒体微信微博端账号运营工作经验 ，新闻、媒体、广告从业者

优先考虑；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能独立创作原创内容、编辑、发布稿
件；熟悉不同内容传播平台的特点与区别 ；具备较强的文案策划和信

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绩效奖金+司龄工
资+年终奖金

政旅营销顾问 1 本科以上学历

新闻学优先，形象良好，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热情；有较强的学习意

识和学习能力，能敏锐感知社会热点，知识面广；心态积极向上，喜
欢销售工作，有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吃苦耐劳、为人正派，具备独

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绩效奖金+司龄工
资+年终奖金

54
安徽福斯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安徽福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前身为福斯特电子技术研究所 ，

成立于1994年。公司多年来主要从事数字图像处理 、智慧城市
、融媒体中心、智慧校园、智慧党建等产品的开发研制，目前

公司产品已被国内上百家用户采用 。公司拥有二十余项自主知
识产权的互联网应用系统，自主研发的“悟空融媒”平台，现

已通过安徽省软件测评中心测评 ，受到广大专业客户好评。公
司拥有当下先进的松下各类广播级摄像机 、电影级摄像机，拥

有一支影视精英人才组成的主创团队 。包含数字电影，微电
影，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城市宣传片，企业宣传片，企业专

题片和产品专题片拍摄制作；三维动画设计制作等。且获得了
多项证书，通过软件企业评估，申请了7件软件产品，69项软件

著作权，企业信用等级AAA级，通过音视频集成企业资质三级认
证，“悟空融媒”融媒体中心平台被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评

销售（双休+五险一金+
年终奖+季度绩效）

10 本科
思维敏捷，善于沟通；人品正直，有责任心；有在校学生会经验、有
对公单位或者政府单位销售经验优先

7-12k 程苇玉 18356268638 2373308670@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卓越城一
期11号楼四层

55
安徽福源春生建筑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我司是集墙体保温建材专业研发 、生产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综

合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综合办公地址位于包河区，生产厂区
位于新站区工业园，现有员工约100人。

工程项目经理 1 大专及以上

1.三年以上外墙保温经验。

2.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具备优秀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组织能力、沟
通能力、沟通能力、规划能力。

3.储备干部岗位，有管理思维和成长愿望。

6-9K

王艳 15256286385 1763840950@qq.com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三十头社区魏

武路与九顶山路交口向南200米

资料员 1 大专及以上
1.1-3年资料员工作经验。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工作严谨细致，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具备
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4-6K

厂长助理 1 大专及以上
1.两年以上生产工厂及部门管理经理 ，具备安排生产订单和物流发货

经验。                 2、责任心强、善于思考学习，具有良好的
6-8K

销售经理 1 大专及以上
1.三年以上销售经验及两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 。                              

2、有外墙保温建材销售经验优先考虑 。                                 
3、可适应出差江浙沪地区。

6-12K

仓管 1 大专及以上

1.年纪30—45岁，男女不限。

2.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能够辅助厂部一些内勤工作。                                 
3.责任心强，抗压能力强。

4.有两年以上仓管经验，有文书经验优先。

5-6K

工程部经理 1 大专及以上
1.建筑类相关专业毕业或有保温或涂料行业同等岗位三年以上工作经
验。                 2.会预决算软件，有二级建造师证书者优先。                                       

3.有外墙保温项目管理经验优先。

12-30K

56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富煌集团) 位于巢湖之滨

的省级开发区—-安徽巢湖富煌工业园,是一家以新型建材产业
为主业、跨行业发展的现代化工业企业，下辖安徽富煌钢构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富煌三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和利

检测员 5 本科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4000

侯乐雅 18721853578 2269998692@qq.com 安徽合肥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能源管理员 1 本科 电力相关专业 4000
物业行政 1 大专 女性，行政管理相关专业 4000
行政专员 1 本科 男性，行政管理相关专业 4000

57 安徽富煌木业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木业有限公司是安徽富煌钢构股份公司下的全资子公

司，是以生产地板、木门、楼梯、酒柜、衣柜、酒店家具、办
公家具等为基础，集设计、研发、生产、安装与服务为一体的

外贸拓展经理 1 本科 英语六级 6000-8000

刘言 15855120724 2793225069@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

业园
市场营销专员 5 本科 有市场营销经验 4000-6000

人事专员 1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经验 4000-6000

58
安徽富煌三珍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三珍食品集团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9430万元，位于巢湖半

岛富煌工业园，拥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18
项“国”字号资质，富煌建设和国元基金是其两大股东 ，主业

为水产苗种繁育、水产精深加工、零售终端商超三大板块的渔
业全产业链。2019年被评为“合肥农业20强”、“安徽省制造

业百强”和“中国农业500强”，是安徽省“五个一批”重点50
家加工企业之一，是“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联盟 ”

副理事长单位，2020年被列为新冠肺炎防疫重点保障企业 。

品管部经理 1 本科 食品检测相关专业，有1-3年相关工作经验 5000-8000/月 杨洁 17356584677 164816474@qq.com 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59
安徽观知天下数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安徽观知天下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目前公司

规模90余人；公司以建设“顶级民间智库”为战略目标，主要
为各级政府提供高层次发展规划 、研究咨询、评估、评审、调

查、网站运维、图解及动漫设计等服务。是安徽省拥有较高研
究能力、丰富评估经验、广泛合作资源的民间智库。是中国社

数据采集 5 全日制本科
1.汉语言文学、法学、社会工作、新闻学、统计学、大数据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细心耐心，良好的数据统计及逻辑思维能力 。

6-8k

张璇 18155182662 554226090@qq.com
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天怡新世纪商

务中心

第 11 页，共 16 页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 （二）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简介 招聘岗位 人数 学历 要求 薪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59

安徽观知天下数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安徽观知天下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目前公司

规模90余人；公司以建设“顶级民间智库”为战略目标，主要
为各级政府提供高层次发展规划 、研究咨询、评估、评审、调

查、网站运维、图解及动漫设计等服务。是安徽省拥有较高研
究能力、丰富评估经验、广泛合作资源的民间智库。是中国社

商务经理 5 全日制本科
1.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                                             

2.良好的沟通表达及交际能力。
10-12k

张璇 18155182662 554226090@qq.com
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天怡新世纪商

务中心

60
安徽光明槐祥工贸集团有

限公司

安徽光明槐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是国有控股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7340万元。公司下辖多家分子公
司，以良种、粮食和现代物流为主导产业，以槐祥牌大米、糯

米粉和春友牌良种为主导产品，致力于打造从良田到餐桌的全
程安全产业链，让消费者吃的舒心，吃的安心，为不断提高消

食品研发 1 本科及以上 食品工程类专业 5000-7000

耿新 13856564042 1063060487@qq.com 合肥市巢湖市巢无路77号

保管员 1 大专 物流管理类专业 3500-4500
检验员 3 大专 食品、粮食类相关专业 3500-4500
生产加工 4 大专 机械类相关专业 4000-5000

污水处理 1 大专 环境类相关专业 3500-4500

61
安徽国祯环卫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国祯环卫科技有限公司是国祯集团从事环卫运营 、固废垃

圾资源化利用板块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壹亿元，总部位于安
徽合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清洁行业一级资质企

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合肥市节能环保产业重点企
业，同华中科技大学、安农大等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开

展智慧环卫、垃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置等方向的技术研究 ，
积累了丰富的专利成果，积极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加持传统环

卫和末端资源化处置事业，提高业务效率和管理水平。现已发
展为城乡环卫一站式智能化处理综合服务商 ，形成了前端垃圾

分类建设和运营、中端清扫保洁转运、末端生活垃圾资源化处

研发工程师 2 本科以上

1.环境、电气、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固废垃

圾或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置工艺及设备研究经验的优先 ；                                       
2.志愿长期从事生活性垃圾资源化利用事业 。

5-8K/月+科研奖金 江飞 15805608116 493006047@qq.com 合肥经开区佛掌路21号

62 安徽海轩文化集团

安徽海轩文化集团座落在创意文化产业的集聚地的滨湖卓越城

。安徽海轩文化集团是一家专注文化创意数字产业 、品牌策划
、人才培养的S2B2C平台。现有一院一校一公司。下设海轩工商

院专注课程体系研发（登记号66570877-000)）、合肥海轩职业
培训学校专注于课程训练，培养红色的乡建人；海轩教育科技

专注于线上云平台，采用线上预习\线下练习\线上复习的三线
模式，培养红色的经理人。

公司的目标：建设科技的海轩、文化的海轩、国际化的海轩！

助教 6 大专
30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师范类专业、旅游管理或播音主持等

相关专业优先、形象气质佳、性格开朗。善于沟通，具有一定的主持
能力、活动协调能力；能适应出差（出差行程公司安排预定，费用报

4000-8000

陆女士 18055187793 55418377@qq.com
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滨湖卓越城 A10

栋4楼文案策划 2 本科
本科及以上学历，汉语言文学相关专业优先；精通OFFICE办公软件，

如word、excel、PPT等，有较强的文字功底。有企业管理类培训活动
策划经验者优先；有较强的课程方案写作及排版能力 ，具有很强的创

5000-8000

班主任 4 大专
工作年限2年以上，形象气质佳，普通话标准，亲和力强，有服务意识

。可省内出差。
4000-6000

63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铸锻厂

国有企业，始建于1958年，具有六十多年铸件生产历史，安徽

合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61）核心企业，
拥有V法、消失模、静压、树脂砂、垂直造型以及3D打印等多条

先进生产线，是国内工艺门类较齐全的铸造企业之一 ；主要生
产线体90%以上工序实现自动化，被认定为“安徽省智能工厂和

数字化车间”。中国绿色铸造示范企业、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
单位、安徽省铸造协会会长单位、中国铸造行业教育培训基地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8 专科 机电一体化/智能控制 面议

王先生 18919671329 hlzdhr@163.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掌路 98号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6 专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面议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4 专科 模具设计与制造 面议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6 专科 电气自动化/应用电子 面议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5 专科 机械设计/数控技术 面议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6 专科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面议
设备维修/设备操作 4 专科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面议

61
安徽合流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安徽合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涉及水泵水箱生产 、水泵成

套设备、水处理设备、水泵控制系统的设计、研发、销售、安
装及维护，以及从事电力设备、涉水器件、物联网、工业自动

技术工 1
大专 3000+绩效+提成 刘琨 13739224524 664001897@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五金商贸城一

期B区22栋红色楼5层销售 15

65
安徽合美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合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安徽省合肥市国资和恒美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高科技材料公司 ，成立于2020年，首期
投资16.5亿元人民币，产品PMMA膜和高端表涂材料，主要配套

恒美光电及国内其他大尺寸偏光片厂商使用 ，下游终端用户为

技术工程师 2 本科 化学、电子类相关专业 5-8k

杨惠琳 18356502517 yanghuilin@cnhmo.com.c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红旗路
与建业大道交叉口

品质工程师 2 本科 理工科相关专业 5-8k
研发助理工程师 1 本科 化学相关专业 4-7k

电气工程师 1 本科 理工科专业 5-8k

66
安徽恒德智能制造有限公

司

安徽恒德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德公司）地址位于巢

湖市富煌工业园内，占地面积约6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0万
平方米，是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743）下

属独立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以制造重型钢结构为主导 ，重型
建筑钢结构、重型特种钢结构及轻钢结构系列化发展 、相辅相

深化设计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所学专业为土木工程类、力学类、机械类、钢结构焊接等相关专业；

能熟练运用Auto CAD、Tekla等相关软件；具有相关执业资格证书者可
优先录用；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者可放宽条件，优先录用；能接受短

4000-6000元+提成
方郑婷 13965692726 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工艺员 2
大专及以上学

历

年龄20-45岁，工程类、机械类或模具设计相关专业，能够熟练运用

Word、Excel等办公软件，能够操作CAD、Tekal等制图软件，有敬业精
神，有钢结构工作经验者优先。

4000-6000

67
安徽惠邦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安徽惠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5月，是一家集医疗器

械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产
品：肿瘤类诊断试剂、妇幼保健类诊断试剂、心血管类疾病检

测试剂等POCT类诊断试剂、医学检验分析仪器及慢性病管理平
台、诊断用、治疗用自主知识产权单克隆抗体原料研发及生产

。惠邦生物以践行医学之道，建立严格和完备的质量管理体
系，坚持产学研的发展模式、科技创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生物医学诊断试剂公司。

重组蛋白研发工程师 2 硕士

1.免疫学、生物、医药、药学等相关专业；                                         

2.有重组蛋白表达经验者优先； 
3.有较强的实验设计能力及操作能力 ，有独立负责重组蛋白表达纯化

工艺开发者从优。

6k-10k

孙丽丽 18895335765 2689242139@qq.com 合肥市蜀山区潜水东路18号

学术/医学代表 4 本科
1.市场营销、医学等相关专业； 

2.沟通能力好，表达能力强；
3.接受出差，渴望成功。

5k-10k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1.电子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掌握数字、模拟电路，具有小信号处理、温度控制等相关知识，了
解多种芯片（STM32、LPC等）和电子元器件规格，有项目规划、外围

电路设计者优先。

6k-10k

C#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1.有医疗仪器项目开发经验优先；     

2.掌握WPF客户端开发，能够进行完全自义定的界面开发 ；                  
3.掌握依赖属性、路由事件、绑定、触发器、模板、样式等技术；             

4.能够适配多Windows版本UI兼容问题；                                   
5.掌握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熟悉常用的设计模式。

6k-12k

68 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

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远软件）成立于2001年

8月，是国网信通产业集团控股的国网信通股份公司 （证券代
码：600131）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4.8亿元，现有员工420余

人。继远软件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具备软件能力成熟度

java软件研发工程师 10
大学本科及以

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气

工程、动力工程等相关专业
10-15万综合年薪

鲍老师 13965032804 nrjyrj@126.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 1800号
软件研发工程师 5 大学本科及以 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与控制、能源系统等相 10-15万综合年薪

算法工程师 5 硕士研究生以

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 10-15万综合年薪

69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

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源于新加坡，外商独资，世界轮胎十一强，近70年轮

胎行业经验，全球最大的轮胎制造商之一，拥有全球5大研发和
技术中心（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尼西亚），6家先进

轮胎制造基地（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安徽佳通是佳通
集团国内规模最大、生产技术实力最强的生产基地，现拥有员

维修电工 10 大专 电气技术、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5K-8K

鲍女士 15156030093 bao.cui@giti.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 8号
维修钳工 10 大专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5K-8K
金加工 2 大专 机电、机械、数控相关专业 5K-8K

生产技术工人 20 大专 不限 5K-8K
品质管控员 10 大专 不限 5K-8K

70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淮重工），

是国内大型汽车集团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汽集团）下属的国有控股子公司，公司专业从事

叉车、电动牵引车、仓储叉车等工业车辆以及智能搬运 AGV产品
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目前公司进入工业车辆市场行业排名前

电气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自动控制、电气，仪表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5000-8000

梁欢 0551-62297961 jhzghr@126.com 包河区工业园上海路2号

结构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等专业 5000-8000
工艺设计员 2 本科 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工业设计等专业 50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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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淮重工），

是国内大型汽车集团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汽集团）下属的国有控股子公司，公司专业从事

叉车、电动牵引车、仓储叉车等工业车辆以及智能搬运 AGV产品
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目前公司进入工业车辆市场行业排名前

AGV调试员 4 大专及以上学 电气智能等相关专业 3500-5500
梁欢 0551-62297961 jhzghr@126.com 包河区工业园上海路2号

销售业务员 1 本科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机械等相关专业 5000-7000

71
祥源花世界生态文化旅游

区开发有限公司

祥源花世界生态旅游度假区，国家4A级景区，地处合肥市金寨
南路中国中部花木城对面 景区占地4000亩，以花卉为主题，以

潭冲湖为生态核心，构筑以梦之花园、探险乐园、欧式园、520
花海、 艺术家村、中式园、星球花园、花世界小镇为主要景点

的“一湖八园”景观，致力于建设成国家级花卉产业示范基地
。

游乐设施教练 1 大学专科
1、具有亲和力，执行力强，吃苦耐劳；

2、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3、有特种设备操作证（Y2）、蹦极教练证的优先考虑

4k-5k

售货员 1 大学专科
计算机收银系统操作；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

性格开朗，有礼貌，微笑服务待客
4k-5k

人力专员 1 大学本科

1、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

2、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实务的操作流程 ，熟悉国家各项劳动人事法
规政策，并能实际操作运用；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踏实稳重，工作细心，责任心强，有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有团队协作精神；

4、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

4k-5k

景区客服专员 1 大学专科 形象气质佳，有较强服务意识 4k-5k

72
安徽集虹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集虹公司创建于1997年，目前有六家成员：深圳集虹、台州集

虹、宁波集虹、苏州集虹、安徽集虹、佛山集虹。公司产品广
泛应用于食品包材、家电、日化包装、汽车、玩具、日用品、

办公用品、电线电缆、管道、化纤、无纺布、医疗卫生用品、
人造草等领域。 集虹公司坚持“以人为本、诚信务实、开拓创

销售员 6 大学本科

袁婷 15256569870 肥西县桃花镇工业聚集区
品质工程师 3 大学本科

技术工程师 3 大学本科

会计 3 大学本科

73
合肥顺昌分布式能源综合

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合肥顺昌企业坐落于绿色科技之城 —合肥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长安工业聚集区内。自1997年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前沿节
能环保型科技产品的研发，努力打造“最具竞争、节能、环保

”的品牌特色。经过多年的创新与发展，现已发展成为跨行业
、多领域发展的集团公司。公司注册商标“金顺昌”荣获“安

电器装配工 5 大专以上

吴遥 15656257669 桃花镇长安工业园聚集区
设备维护 3 大专以上

销售 3 大专以上

炉具结构设计师 2 大专以上

74
合肥艺魂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合肥艺魂动画主要从事原创电影动画 ，CG短片，网络剧集中后
期的生产，核心成员来自一线制作公司有着多年的影视动画制

作经验，制作实力雄厚经验丰富。 团队成员参与制作多个国内
知名项目如：《哪吒之魔童降世》 、《姜子牙》、《风语咒》

、《精灵王座》《龙之谷之破晓奇兵》、《无敌乒乓兔》、《
大圣归来》、《三只小猪》、《垫底联盟》、《游龙英雄》  

《天谕》、《西行记》、《斗破苍穹》等，我们坚持以高端项
目为起点的创作精神，期待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三维动画设计师 5 大学专科

1.负责动画类角色的动作、面部表情设计和制作，道具动画，场景动

画，镜头动画等。
2.具备一定的动作设计概念，动作符合角色性格和环境变化。

3.精通Maya动画模块，骨骼绑定，熟悉动画制作流程。
4.具有良好的动画节奏感和Pose设计，重视人物性格表达和动画细节

的刻画，能表现流畅、自然的动画效果。5.具有写实、卡通不同风格
作品和制作经验者优先。

6.善于沟通学习，热爱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具有和优秀团队协作能
力。

4000-8000

（有经验）
1000-3000

（实习生）

周城 17333290117
肥西县桃花镇安徽影视文化创意产

业园

角色特效师 8 大学专科

1.测试项目资产动力学模拟效果

2.负责CG项目中角色、布料、挂饰的动力学模拟
3.协助相关部门解决出现的动力学模拟问题

4.熟练运用Maya nCloth、Qualoth、MarvelousDesigner或其他布料模
拟工具

5.掌握Maya nHair、Yeti、XGen等毛发制作工具
6.对动画节奏有良好的认知,对毛发、布料真实的运动规律有深入的研

究6.具备Modeling、Rigging、Animation模块基础知识
7.有大型CG项目制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8.大专学历及以上学历，有动画设计的学习或培训经历也可带薪学习

4000-8000
（有经验）

1000-3000
（实习生）

三维动画模型师 5 大学专科

1.模型制作内容：角色（人物、各类生物）、场景、道具等。

2.精通Maya建模模块，熟练使用ZB、Sp、Ps等模型相关类软件。
3.具有良好的团队沟通和配合能力 。

4.具体美术或者雕塑功底，无动画建模基础，可带薪学习。

4000-8000

（有经验）
1000-3000

（实习生）

三维动画制片 2 大学专科

1.整理项目资料；

2.负责跟甲方和员工对接问题；
3.熟悉三维动画制作流程；

4.有责任心，做事细心踏实，愿意在动画行业长久发展的优先选择 。

4000-6000

灯光合成师 3 大学专科

1.美术相关专业毕业

2.有两年灯光渲染工作经验者优先 ，对光影、色彩、整体气氛有良好
的把握

3.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及一定的手绘能力 ,针对不同的项目需求能做出
相应的画面效果

4.熟练使用Maya，Nuke及主流CPU/GPU渲染器以及各种辅助插件，阿诺
德、v-ray、RS等

5.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富于工作热情及团队合作精神，具备良好的

4000-8000（有经

验）
1000-3000（实习

生）

75
合肥海博工程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合肥海博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系联海集团旗
下公司，注册资金12105万元，占地25亩。集团拥有中高级技术
和管理人才近400人，年产值已超过10亿元，为业务涵盖工程设

计、施工、监理、检测、生态园林、智能建造、教育文化等八
大领域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给排水设计师 5 大学本科

1、辅助或参与给排水专业施工图的工程规划与设计工作 ;

2、给排水工程类本科及以上学历，抗压能力强，良好的团队合作能
力，能基本掌握CAD等绘图软件；                 3、工作地点联海

集团工程设计研究中心

4000元/月+年终绩

效
应届生年薪不低于

6.5万/年

唐春明 15156008113 肥西县桃花工业园联海大厦

工程检测员 10 大学专科

1、辅助检测师按标准要求对建筑材料进行准确 、及时检测并出具检测

原始记录和报告;
2、负责日常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及期间核查等并做好记

录;
3、土木工程类、无机非金属材料类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基础扎实,服

4000-5000元/月+年

终绩效

招投标专员 5 大学本科
1.熟练工程类招投标基本流程，投标报名，投标文件购买等，保证金

拨付及中标后续事宜；                            2.商务标及技
术标的制作和配合，人员证件业绩的管理

4000-5000元/月+年

终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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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合肥海博工程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合肥海博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系联海集团旗
下公司，注册资金12105万元，占地25亩。集团拥有中高级技术
和管理人才近400人，年产值已超过10亿元，为业务涵盖工程设

计、施工、监理、检测、生态园林、智能建造、教育文化等八
大领域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水利设计师 5 大学本科
1、辅助或参与水利专业施工图的工程规划与设计工作 ;

2、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抗压能力强，良好的
团队合作能力，能基本掌握CAD等绘图软件；3、工作地点联海集团工

4000元/月+年终绩

效
应届生年薪不低于

唐春明 15156008113 肥西县桃花工业园联海大厦

道路设计师 5 大学本科
1、辅助或参与市政专业道路施工图的路基路面规划与设计工作 ;
2、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有良好的团队配合能力和沟通能力

4000元/月+年终绩

效         
应届生年薪不低于

6.5万/年

76
合肥锦利丰机械有限公

司

合肥锦利丰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6月，其前身为合肥泰诺

机械有限公司（2001年12月成立），由青岛泰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总投资额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位于中国新兴

家电产业基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长安工业聚集区长古
路，占地面积40亩，一期工程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其中生产

厂房面积6000平方米，于2010年投入使用；二期工程建筑面积
12000平方米也已完工，已于2012年年底投入使用。

仓管保管员 1 大学专科
1.熟练运用Office软件；

2.物流管理专业优先录取
6000

刘燕 18949833004 桃花镇长古路19号
检验员 2 大学专科

1.能看懂平面图；

2.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6000

销售内勤 1 大学专科
1.熟练运用Office软件；

2.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
5000-6000

数控编程 20 大学专科 会编辑程序 6000-9000

77
安徽宏远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安徽宏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12月，现座落于肥

西县桃花镇长安工业聚集区杨井路 15号，宏远机械公司是以钣
金冲压、加工为主的生产企业，拥有完整的精加工检验体系，

并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品质工程师 3 大学专科
1.熟练运用CAD软件；

2.熟悉钣金制造的流程；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6000-7000

顾正路 17681108001 肥西桃花镇杨井路15号

设备维护 3 大学专科
1.有高低压电工上岗证优先；

2.自动化设备产线维护维修；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6000-8000

工艺员 3 大学本科
1.熟练运用CAD软件；

2.熟悉钣金制造的流程；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7000

仓库管理 3 大学专科
1.会使用Word，exclude等办公软件；

2.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000-5000

生产计划员 2 大学专科
1.会使用Word，exclude等办公软件；

2.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7000

78
安徽志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团队和丰富的环保工程经验 ，并与多家高

等院校环保系和环保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是一家集
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与服务、设备成套制造、施工安装及调试

及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环保企业 ，在大气、水污染防治
、河道治理等方面为客户提供全面 、及时、有效的服务。

环保工程师 2 大学专科

1.热爱环保行业;

2.善于沟通、工作认真、态度端正、勤奋好学;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较强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3.环境工程、给水排水相关专业及大专以上学历 （有经验者可放宽至
中专或同等学历）；

4.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5.完成公司领导交办工作。

4000 徐先生 18133689996 406165061@qq.com 桃花智谷创业园

79
安徽邦图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邦图成立于2018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大数据企业，

双软企业，主要从事智慧农业软硬件定制开发业务 。

会计 1 大学本科
1.熟练运用Office软件，尤其是PPT、Excel的处理能力；

2.财务基础扎实，对财务分析有自己的理解；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8000

赵刚 18556538781
肥西县长安工业聚集区繁华大道 956

号科新创业服务中心一楼设备维护 2 大学专科
1.有高低压电工上岗证优先；

2.自动化设备产线维护维修；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500-5000

农业项目经理 2 大学本科
1.农业设备领域知识储备；

2.熟练设计项目流程等（方案、扩初、施工图）；
5000-8000

80 安徽霍桐仪器有限公司

安徽霍桐仪器有限公司实力雄厚 ，拥有多项技术专利，通过欧
盟CE认证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由联合生产经营多年的

仪器制造厂商、资深的技术人员、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以及骨
干销售人员共同成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

业性科学仪器公司。

销售工程师 5 大学专科

1、大专及以上学历，有无经验均可，口齿清晰，普通话流利，语音富

有感染力；2、对销售工作有较高的热情；
3、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力 ；

4、性格坚韧，思维敏捷，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和承压能力 ；
5、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积极的工作态

度，有相关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

5000-10000

韩云 15856970596
桃花镇繁华大道合肥科新创业中心

体育智谷三楼

机械设计师 2 大学专科

1、机械，化工，过程控制专业毕业优先， 熟悉反应釜优先

2、熟练使用SolidWorks,绘制三维零件图，装配图和工程图；
3、熟练使用AutoCAD软件；

4、熟练使用office等办公软件，并具有一定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
5、对机械加工设备有一定的了解；

接受应届毕业生！！！

8000-15000

81
合肥亚明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合肥亚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11月23日，是由合肥

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亚明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而成
。公司致力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解决方案和铝合金零部件的研

发和生产，主要客户为大众、丰田、奔驰、宝马、通用等高端
车企。

公司拥有众多高素质高学历的员工 ，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

设备运维工程师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机械、电气、机电、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综合薪资5000-8000

刘金凤 13866106652
liujinfeng@yaming-

hf.com
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合淮路 1号江淮
铸造公司厂内

班组长（储备）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机械、电气、机电、机器人、材料成型等相关专业 综合薪资5000-8000

工艺工程师（储备）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机械、电气、机电、机器人、材料成型、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 综合薪资5000-8000

压铸技师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机械、电气、机电、机器人、材料成型、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 综合薪资5000-8000

数控机床 10 大专及以上学历 数控、智能等相关专业 综合薪资5000-8000

82
安徽中皖幕墙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安徽中皖集团是一家幕墙铝单板生产 、研发、设计、销售一体

化的现代化建筑环保装饰建材企业 。
中皖集团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千年古镇 （全国百强镇之

一）—吴山，交通便利、环境优雅、拥有现代化生产规模总占

市场营销 10 大专
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计算机类、统计学、管理学、国际贸易、市场

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 7000-21000
（上不封顶）

李丹丹 15856916135 1027754188@qq.com
销售经理 10 大专

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计算机类、统计学、管理学、国际贸易、市场

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

83
合肥南玻节能材料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年，总部设在深圳蛇

口，位于广东省前海-蛇口国家自贸区内。公司A、B股于1992年
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公

司目前总资产200亿元，下辖二十多家子公司，员工一万余人。

采购专员 2 本科 会计、市场营销专业相关专业 5k-6k

张微 18297692307 1303726738@qq.com 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楼南村机械工 2 本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相关专业 5-7k

电工 2 本科 电气自动化设备相关专业 5-7k

84
合肥挪威森林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

合肥挪威森林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定制橱柜 、衣

柜、护墙板、木门及配套家居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
综合性现代化定制企业。公司全屋定制主导品牌”瑞尺“和”

小区拓展专员 10 大专 吃苦耐劳，勇于挑战高薪
4000—15000 克经理 13721068206 1589195605@qq.com

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阜阳北路
138号业务经理 10 大专 有一定的销售基础，吃苦耐劳，勇于挑战高薪

85
合肥中航纳米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合肥中航纳米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坐落于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

工业园区，合肥中航是一家专业从事5G高导热填料、纳米新材
料等生产、研发、销售及应用技术推广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公司与德国莱布尼茨固态与材料研究所 、加拿大蒙特利尔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交流，形成了一支由知名高校教授及博士为主体的新型高导热

检测工程师 5 本科 化学材料等相关专业 保底4000+

夏晓燕 18256979792 1633586821@qq.com
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北城智能制造
产业园

技术工程师 10 本科 化学材料、高分子化学专业等相关专业 保底4000+

第 14 页，共 16 页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 （二）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简介 招聘岗位 人数 学历 要求 薪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85
合肥中航纳米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合肥中航纳米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坐落于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

工业园区，合肥中航是一家专业从事5G高导热填料、纳米新材
料等生产、研发、销售及应用技术推广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公司与德国莱布尼茨固态与材料研究所 、加拿大蒙特利尔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交流，形成了一支由知名高校教授及博士为主体的新型高导热

项目经理 5 本科 化学材料等相关专业 保底4000+提成 夏晓燕 18256979792 1633586821@qq.com
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北城智能制造
产业园

国内销售顾问 10 本科 化学材料等相关专业 保底4000+提成

国际贸易专员 5 本科 国际贸易专业 保底4000+提成

86
合肥北城世纪金源大饭店

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北城世纪金源大饭店是世纪金源集团旗下第  18 家超五星

级的现代化豪华饭店。饭店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
16万平方米，地面高度 190 米，拥有中西餐厅3个，大小会议

室12间，客房586间/套。饭店是集客房、餐饮、会议、康体于
一体的现代化酒店。饭店周边有大型购物中心、商业步行街、

商务写字楼等，饭店服务模式新颖独特，能满足人们“一站式
”的生活需求。

工程实习生 1 大专及以上学历
机械、电气、机电等

相关专业优先

3000-4000 季芳 17730031377
jifang1@empark.com

.cn

客房部储备干部（实习生）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酒管专业优先考虑

较强的服务意识

餐饮部储备干部（实习生）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酒管专业优先考虑

较强的服务意识

前厅接待员 2 本科及以上学历 较强的服务意识

餐饮服务员 5 大专及以上 较强的服务意识

87
安徽省庆云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省庆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8月，是一家专业从
事于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总部位于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 ，分别在合肥庐阳区建立
了新的研发贸易中心（合肥市梓熤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滁州

定远建造了新的生产基地（滁州市庆云医药有限公司），未来
公司将形成总部+研发贸易中心+生产基地的产业化布局模式。

生产操作人员 10 专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不限。工作地点：滁州定远炉桥、双凤开发区 3-5k

徐福娟 18949819282 272950526@qq.com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金川路南 25号；

滁州市定远县炉桥镇盐化工业园盐
化大道北侧；

合肥市庐阳区工投创智天地

电工 2 大专及以上学历 电气自动化设备相关专业，持有电工证。工作地点：滁州定远炉桥 5-7k

机电维修工 4 大专及以上学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或相关专业 。工作地

点：滁州定远炉桥
4-5k

设备自动化专员 8 大专及以上学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或相关专业 。工作地

点：滁州定远炉桥
4-7k

车间技术员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药学、化学关专业，英语四级优先。工作地点：滁州定远炉桥 4-7k

药物合成研究员 10 本科及以上学历 药学、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等相关专业，英语六级优先。工作地点：

庐阳区
5-8k

药物分析研究员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分析化学、药学、药物分析或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优秀。工作地点：

庐阳区
4-7k

88 合肥旭阳铝颜料有限公司

旭阳铝颜料，创立于2002年，是国内大型铝银浆、铝银粉、球

型铝粉研发、生产和供应机构，总部位于安徽合肥。公司旗下
有5大生产基地、1个省级金属浆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家进出

口贸易公司和5个直属大区办事处，综合实力在全国同行业中位
居第一。公司各种铝银浆产品年产能力达 10000吨，铝银粉1500

技术工程师 5 大专及以上 化工相关专业；能接受短期外派 6k-8k

李婷婷 18856977869
安徽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金沪

路18号
外贸业务员 5 本科及以上

1年以上国际销售、海外留学、工作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熟练使用

英语交流、六级以上
4k-10k

研发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化工工艺、高分子、应用化学等相关专业 6k-10k

89 合肥比亚迪十一事业部

比亚迪业务布局涵盖电子、汽车、新能源和轨轨道交通等领域

。在汽车领域，比亚迪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家同时掌握电池 、
电机、电控、充电基础设施以及整车技术的车企 。第十一事业

部作为汽车产业群的龙头事业部 （整车制造），主要承担着公

冲压工 50 大专及以上学历 熟悉冲压工艺流程,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懂一般的制件异常处理流程知识 6-7k
李泽文 13305652038 745166009@qq.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工业园消

防站西边比亚迪东大门钣金维修工 50 大专及以上学历
具有反变形及薄板、厚板校平的技能，能校正复杂钣金零件的变形，

有钣金维修工作经验、会CO2保护焊者优先"
6-7k

90 比亚迪弗迪动力

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现拥有IT、汽车和新能源三大产业。比

亚迪是目前全球最具竞争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供应商
之一，主要客户包括HTC、华为、东芝等全球领先电子产品制造

厂商。汽车领域比亚迪已快速成长为最具创新的新锐民族自主
汽车品牌，更以独特技术领先全球电动车市场 。在新能源方

面，比亚迪成功推出了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电动车、LED等
绿色产品，立志于继续引领全球新能源变革 ！

电机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3-5年工作经验；电子、电气、机械类专业 10-18k

汪倩倩 16623332136
wang.qianqian7@byd

.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下塘工
业园新城大道与凤麟大道交口

压铸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3-5年相关工作经验；铝合金件、压铸工艺设计和调试经验 10-18k

品质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1-3年工作经验，电子、机械相关专业，具备SQE经验优先 8-15k

计划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1-3年工作经验；物流管理、财务管理专业优先 8-15k

设备工程师 10 大专及以上 1-3年工作经验；熟悉相关产品对设备的需求 8-15k

助理类岗位 10 大专及以上 机械类、设备类、汽车类相关专业 7-10k

91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万力”）是由广州工控集

团旗下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建
立的全资国有控股企业，注册资金9亿元，是轮胎行业第一家从

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库全自动化智能生产企业 。合肥万力秉承
“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企业与你共同成长”的企业文化理

念，致力于全钢轮胎全系列产品的生产研发 。
公司产品涵盖全钢子午线轮胎轻卡系列 、有内胎载重系列、无

研发技术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高分子材料，橡胶工艺，化工等相关专业 10-15w/年

岳立强 17764417961
hr@wanlitire-

hf.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创业路
与朝阳路交口001号

研发工艺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高分子材料，橡胶工艺，化工等相关专业 7-10w/年

机械、电气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机械、电气等相关专业 7-10w/年

销售管培生 20 本科及以上 国贸、营销和语言类相关专业 7-10w/年

职能类管培生 5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财务、行政、汉语言等相关专业 7-10w/年

软件类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软件、网络工程等相关专业 7-10w/年

92
合肥佩尔哲汽车内饰系统

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由德国HP佩尔哲集团与香港安迪共同出资兴建的外资

企业。德国HP佩尔哲集团为世界级汽车NVH系统的生产商，主要
生产用于汽车吸音、隔热、降噪、减振材料（即NVH系统产品）

。其产品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并在全球近30个国家，为
大众、宝马、奔驰、福特、通用、本田、丰田、雷诺等全球知

名汽车生产厂提供配套。
本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声学及内 、外饰部件的设计、开发、

质量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会简单的CAD识图；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英语能力良好 5000-8000

高璇 13155658019
gaoxuan@pelzerand

y.com
长丰县岗集镇金岗大道西侧

质量体系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英语能力良好 5000-8000

设备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或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一体化专业；计算机 5000-8000

产品工艺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机械或高分子材料专业，对3D软件有简单的基础，能看懂邮件，能简单读 5000-8000

设备维修工 3 中专及以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或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一体化专业；计算机 5000-7000

储备干部 10 大专及以上 机械或高分子材料等专业，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英语能力良好 4000-6000

93 双杰电气集团

双杰电气集团成立于 2002 年，下辖十余家全资子公司与控股

子公司，年产值 20+亿，人员规模达 2000 多人，集团于 2015 
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300444）。作为智

能电气领域高端装备制造商、智慧能源领域卓越产业运营商、
绿色出行优秀服务商，双杰集团在智能电气拥有以数字化为核

心的全产业生态链，在智慧能源领域拥有光伏，风电等新能源
建设运营的一体化综合能力， 在绿色出行领域拥有重卡换电、

充电桩一站式方案解决能力。

电气工程师 20 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 5k-9k

李女士 18895690234 hr@sojoline.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产业新城

结构工程师 20 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 5k-9k

供应商管理专员 5 本科及以上
机械、电气、供应链、工

商管理、经济管理、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5k-9k

采购专员 5 本科及以上 物流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材料等相关专业 5k-9k

质保专员 5 本科及以上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强电方向） 5k-9k

生产计划专员 5 本科及以上
管理类、统计学、物流类供应链类、工业工程类相

关专业
5k-9k

信息化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 财务相关专业 5k-9k

94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木塑
环保新材料的科技企业，是国有上市公司国风新材全资子公司

。国风木塑产品运用于各届奥运场馆及重大市政工程项目 。随
着产品转型升级，公司在长丰吴山新建年产4万吨新型绿色建材

基地，打造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园，成为木塑行业的
领跑者。

外贸业务员 5 大专
1.国际贸易、英语、市场营销等；2.熟练使用外语进行对 话、阅读、

写作；3.能使用办公软件和互联网，进行文字、图表、办公信息的处
4000-9000

虞璐 0551-63367405 317178527@qq.com
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杨庙路与牌碑
路交口

内贸业务员 5 大专
专业为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材料工程等相关专业；有一年以上的销

售经验；有户外建材建设资源或经验者优先
4000-9000

设计员 2 本科
产品设计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两年以上设计经验和较高设计水准 ，有产品设计经验者佳；能熟练使

用二维三维软件完成产品效果图制作 ；有一定手绘基础

4500-5500

95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冷饮事业部）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成立于2005年8月19日，一期投资3
亿元，二期投资15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总建筑面积3.5万

余平方米，是合肥市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具有优秀的
教育学习资源，同时还是国家AAA级旅游景点。

生产储备生 10 本科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机械、电气或自动化、生物等相关专业 5500-7000

纪倩楠 18156012677 lyhfylzp@yili.com
安徽省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区魏武
路6号

质量工程师 10 本科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食品、化工生物等相关专业 5500-7000

设备工程师 10 本科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机械、电气或自动化、能源、制冷等相关专

业
5500-7000

销售储备生 10 本科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不限专业 55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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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液奶事业部）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成立于2005年8月19日，一期投资3
亿元，二期投资15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总建筑面积3.5万

余平方米，是合肥市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具有优秀的
教育学习资源，同时还是国家AAA级旅游景点。

生产培训生 15 硕士及以上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

食品、微生物、化学、机械、电气自动化、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相关
专业；有学生会、社团组织管理工作经验优先。

10k

孙荣齐 17305690586 lyhfylzp@yili.com
安徽省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区魏武
路6号

生产专训生 15 本科及以上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

食品、微生物、化学、机械、电气自动化、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相关
专业；有学生会、社团组织管理工作经验优先。

7k

安全专训生 5 本科及以上
英语四级（425分以上）；
安全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安全系统工程、安全管理学等相关专

业；有学生会、社团组织管理工作经验优先。

7k

97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

司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年10月，是安徽江淮汽

车集团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铸造
协会理事单位和首批全国铸造行业重点骨干企业 ，集铸件研发

、生产、机加工和销售于一体。公司坐落在合肥市北郊—岗集
汽车配件工业园，注册资本2.3亿元，占地面积300亩，现有员

工600余人。
公司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实力雄厚，由铸造专家、高

级工程师组成的研发团队，精通产品设计和生产铸造，具有完
整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公司

拥有5条先进的自动化铸造生产线和 1套2500吨压铸岛，具备年
产10万吨优质铸件的能力,主导产品有汽车发动机缸体、制动鼓

技术研发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应届生 7-10w/年 王叙凤 18133639887 94375124@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合淮路1号

98
安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

安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是由金正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470）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
市长丰县水湖镇新兴工业园。

??? 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亿元，总投资2.18亿元,占

仪表工程师 1 本科
自动化、仪表类专业，可熟练掌握控制系统应用原理及操作技巧 ，具

备现场仪表应用，故障问题排查，处理技能
6000-8000

沈春艳 15255176280
shenchunyan@kingen

ta.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水湖镇新兴工

业园长丰西路北段
销售代表 10 本科及以上 负责公司产品的推广销售 底薪4000起

99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世纪金源生活服务合肥公司隶属于世纪金源生活服务集团 ，成

立于2012年7月，为国家一级物业管理资质企业，管理服务面积
近1600万平方米，现阶段主要负责合肥市最大的复合型地产项

目北城世纪城19个住宅小区，商业配套及其分布在合肥、蚌埠
、宿州、亳州、阜阳、砀山、扬中等地项目的物业服务。

春蕾管培生

(人力资源方向)
2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或管理类相关专 4500-5000

王女士 18096617076
wangyu45@icentown.

com

合肥市长丰县北城世纪金源大道与
学府路交口往南200米综合办公楼#

物业总公司

春蕾管培生

(项目管理方向)
15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 4500-5000

春蕾管培生

(市场拓展方向)
3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市场营销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4500-5000

春蕾管培生

(财务方向)
1 本科及以上 财务相关专业，有初级会计证书优先考虑 4500-5000

春蕾管培生

(法务方向)
1 本科及以上 法学相关专业 4500-5000

春蕾管培生

(品牌建设方向)
1 本科及以上 新闻编辑、广告学、平面设计等相关专业 4500-5000

春蕾管培生

(工程技术方向)
5 本科及以上 工科相关专业 4500-5000

100
合肥格美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

合肥格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综合净水的高新技术

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致力于“格美汇（GEMEIH）”品牌反渗
透机、超滤机、管线机、直饮一体机等家用净水设备和售水机

销售专员 100 大专及以上 不限专业，性格外向 4000-4500+
李经理 15555475554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凤
麟路西52号营销管培生 20 大专及以上 不限专业，性格外向（1年内轮岗公司营销类岗位） 40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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