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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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徽万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万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位于安
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公司依托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核酸检测组核心研发团队，以“探究生命奥秘，造福人类
健康”为使命，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药物基因组学方案提供商。

产品学术专员/经理 3 本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药学、检验医学、

生命科学、遗传学等相关专业。2、具有
较强的PPT制作及文字表达能力。3、能适

应出差。4、欢迎专业对口的优秀应届毕

6000-12000

陈菲 18356079697 1720285108@qq.com 合肥市包河区兰州路659号

销售经理 5 专科

1、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药学、生物

制药、检验医学、生命科学、遗传学等相
关专业；2、善于与人沟通，有开拓进取

精神，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3、乐于从事销售工作，能承受较

大的工作压力；4、服从工作地点派驻，

底薪5000-8000元
/月+提成

2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中国合肥，

专业从事燃油/燃气系统以及新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作
为中英美合资企业，威尔始终以“源自欧洲、服务客户”为理念，将源

自欧洲的高端柴油机低压燃油系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进，并根据市场的
情况和客户的要求进行深层次的技术开发，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威尔在

行业内领先的十万级清洁车间则可保证每一只威尔出厂的滤清器都是优
质产品。

生产管理员 5 本科 专业不限 3500-6000

陈女士 13515656787
chenchen@waltechno

logy.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佛掌路59号

销售工程师 5 本科 专业不限 3500-6000

驻厂员 5 本科 专业不限 4000-7000

实验员 5 本科
电子信息，汽车，车辆，材料，化学，实

验，机电，机械类等专业
4000-6000

质量工程师 5 本科
电子信息，汽车，车辆，质量，机电，机

械类等专业
4000-6000

工艺员 5 本科 汽车，车辆，机电，机械类等专业 4000-8000

3 安徽羲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羲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航空螺旋桨/叶片研发、生
产，复合材料结构制品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集研发、

生产、试验于一体的团队，其中技术人员占60\%，多为博士、硕士或重
点大学本科毕业。核心人员来源于国内重点骨干军工院所和军工院校，

涵盖气动设计、结构设计、强度分析、复材工艺、天线及电磁场、自动
控制等专业；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

系，聘请业内长江学者、杰青、知名教授为公司长期顾问，形成深度技
术支撑的外围专家团队，专家团队涵盖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复合材料

工艺等各专业。

模具设计师 3 本科 模具设计或机械设计相关专业

面议 朱女士 17344091365 2523013719@qq.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南岗科技园长

宁大道02658号2层

机械设计师 4 本科 机械设计相关专业

复材工艺设计师 4 本科 机械、复合材料等相关专业

天线罩电性能设计师 2 本科 微波与电磁场或相近专业

4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位于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方兴大道6988号，是专业从事新型显示光电系统、智能健康光源
系统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五十强、安徽省企业
技术中心、安徽省著名商标、安徽省博士后工作站、合肥市品牌示范企

业等多项认证与荣誉称号。

设备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电子信息、机械、通信、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

7-12k 王女士 18656590507
wangli@core-

reach.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6988

号芯瑞达科技园

工艺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电子信息、机械、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品质管理 5 本科及以上 品质管理等其他相关专业。

生产制造 20 专科及以上 生产制造

5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华印刷）系安徽出版集

团下属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51）控股子公司，
前身为安徽新华印刷厂，创建于1950年10月，200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

现有2个控股子公司、2个全资子公司、4个生产车间。承担着安徽省90%
以上中小学教材印制任务。公司是集教材教辅、精品图书、期刊画册、

商务印刷、包装印刷、数字印刷、印艺研发、信息传播于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印刷服务商，是安徽省最大的综合性印刷企业。先后荣获“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绿色印刷标兵企业称号”、“安徽省级先进企
业”、“安徽省百家最佳效益企业”、“安徽省最佳经济效益夺魁单位

”、“安徽省直精神文明单位”、“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先进集体”、“企业文化创新先进单位”、 “全国诚信印刷企业”

、“社会责任突出贡献奖”等一系列荣誉称号，连续十年荣登全国印刷

印刷、装订储备技术人

员
30

中专及以上学

历

性别不限，年龄18-35岁，中专及以上学

历，身体健康，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吃
苦耐劳，有良好的团队活动精神

年收入6-8万

0551-65859595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砀山路10号

印刷、装订机长 10
中专及以上学

历

性别不限，年龄18-35岁，印刷装订、相

关专业毕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或具有一
定工作经验，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吃苦

耐劳，良好的团队活动精神

年收入8-10万元

机电、设备维修储备工

程师
2

中专及以上学

历

性别不限，年龄18-35岁，机电一体化相

关专业毕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或具有一
定工作经验，能够承担公司整体设备电气

日常维修、计划检修。爱岗敬业，责任心
强，吃苦耐劳，良好的团队活动精神。

根据公司薪酬制

度，享受考核定
级工资

6 安徽新基建有限公司

安徽新基建有限公司（原安徽四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新基建”），是一家集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全过程咨询和高新技

术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建筑服务商。安徽新基建坚持国际化战略、差异
化经营、相关多元化发展和全产业链打造的经营方针，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年施工能力超百亿元。安徽新基建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

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双特双甲”资质），
同时拥有八项一级资质及若干项其他等级资质，连续上榜“安徽省百强

企业”“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百强”“安徽省建筑业50强”“合肥高新
区瞪羚企业”等名单。作为国家商务部认定的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总承包

企业，安徽新基建拥有对外贸易经营、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在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安徽新基建“走出去”，经营足迹遍布非

洲、南美洲等地区。

工程类实习生 5 本科
土建、造价、项目管理等工程类专业，今

年能实习

3000-3500元/月+

距离补贴

唐经理

0551-

62915819/18225
896303

tang.dandan@ahsjgs
.com 

合肥市高新区彩虹路222号创新广场
A座12层

工程类应届生 10 本科
土建、造价、项目管理等工程类专业，毕

业1-2年以内，能接受项目外派。

5000-6000元/月+

距离补贴+证书津
贴+过节福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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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前身系巢湖雅戈尔色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成立于2015年12月，为宁波雅戈尔集团在安徽投资兴建的专业生产功能
性纤维和特种纤维纱线的加工制造型企业，公司位于巢湖居巢经开区。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新型纤维纱线研发基地”“安徽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安徽省就业扶贫基地”“

合肥市数字化车间”“合肥市劳动就业先进单位”“巢湖市优秀工商企

管培生 10 大专以上 工作认真负责 3000-5000 赵业荣 13966361685
安徽省巢湖市经济开发区港口大道
西

8 安徽新知数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科学”（安徽新知数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由中国科大、清
华大学及留学归国的硕博士团队组成，持续创新科学可视化技术，融合

科学与艺术之美，自主研发科学可视化内容、产品和平台，已经成为国
际领先的科学文化与科学教育品牌。美丽科学是数字创意产业的领军企

业，团队不断革新前沿科学可视化技术，打造了具有国际视野的“美丽
科学”科学可视化技术平台，持续探索科学与艺术交叉融合的科学文化

创意服务新技术、新理念、新形式，通过创新的科学可视化内容与产品
服务于前沿科技国际化传播、科技文化数字化传承以及国内外高质量科

学素质教育。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特支计划”创新领军
人才团队，拥有中科大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中科大科技传播系、中科

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皖新传媒和新东方等上市公司
是公司的重要股东。

渠道经理 2 本科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行业1-2年

渠道或市场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具有
良好的区域教育系统资源或渠道客户资

源；2、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自我驱动能
力，接受一定强度出差、服从管理、良好

7-13k 薛星宇 15855148557 hr@xzsm.com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卓越城A3栋5楼

教研策划员 5 本科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科相关专

业优先；2.有较强的文案及教案编写能力
、较好的文献调研能力；3.有教学工作经

验或相关课程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4.有
教师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科学艺术摄影师 5 本科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优先。

2. 了解基本摄影常识和图像、视频编辑
软件。3. 有较好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平面设计师 5 本科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设计相关专业背景

。熟练掌握该岗位所需软件。对平面设计
抱有热情，主动学习，具有较好审美，美

三维动画师 3 本科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基本的三维视

频制作能力， 掌握该岗位所需软件。具
有良好的镜头感和审美能力。  

9 安徽耀峰雷达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耀峰雷达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6年3月，是专业从事监视雷达及

防御系统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线
丰富，操作简便、性能优越，探测精度高、目标跟踪性能好、环境自适

应能力强、功能强大、已广泛应用于部队、机场、公安、核电站、监狱
、油库、大型集会、边海防和政府机关等。公司是中国航天、中船重工

、中国电科、中航工业、中国电子、中国兵器、广州海格、中科院、南
京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重要合

作伙伴。从2018年至今，连续多年荣获国家军委科技委、公安部装财局
组织的“无形截击”反无比赛前三名的好成绩；产品入围公安部反无装

备推荐目录（公装财[2018]741号、公装财[2019]556号），入围公安部
警用探测反制装备协议供货单位（警采发[2022]62号）。

信号处理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专业1.掌握信号处

理基本知识（信号与系统，软件无线
电），了解雷达信号处理的一般方法；2.

熟悉fpga与dsp的基本开发流程；3.吃苦

5K-12K

张女士 18956280159 1023277820@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8号民营

科技二园

雷达数据处理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专业1.掌握雷达数

据处理基本知识，了解雷达数据处理的一
般方法；2.熟悉vc或者dsp的基本开发流

程，可熟练进行相关程序开发与调试；3.
吃苦耐劳，具有团队精神。

5K-12K

软件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软件工程等专业。1.具有良好的

C++和或C#编程语言功底。2.熟悉面对对
象的设计与开发。3.熟悉网络(SOCKET、

TCP/UDP)和串口通信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
、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吃苦耐劳。

5K-8K

10 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毅昌股份成立于1997年，2010年以中国工业设计第一股挂牌上市，现有

广州、昆山、合肥、芜湖、青岛五大研发生产基地，拥有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具备从工业设计、模具开发

、钣金冲压、精密注塑、喷涂装配到显示整机一体化的业务配套能力，
广泛服务于索尼、夏普、海尔、海康威视、比亚迪、奇瑞、牧原股份、

云南白药、万孚生物、金发医疗、阳光电源等1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注重员工培训及发展我们以人为本，关怀员工身心

健康。作为毅昌股份员工：你会在你所选择的职业范畴上获得丰富的实
践经验；你会通过入职培训和在职指导、培训，提升专业能力；你会感

受到公司不懈奋斗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

技术储备人才 10 本科及以上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机电
一体化工程、模具设计与制造、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光学工程、应用电子及相关专

7000-14000

刘女士 13637061565
liujing02@echom.co

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223号

营销储备人才 10 本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机机类、机电类、材料类及相

关专业
7000-14000

制造储备人才 10 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机电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 5500-10000

工业设计储备人才 10 本科及以上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相关专业 7000-14000

财务储备人才 3 本科及以上 财务相关专业 6000-10000

1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应流集团发源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安徽省霍山县，现已形成霍山高端

部件、六安航空科技、合肥核能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在美国、英
国、德国、荷兰建立全球技术平台和市场网络，产品服务于国家重大装

备和全球行业龙头，出口欧美为主的37个国家百余家客户，核能核电、
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多个领域多种产品实现首台套国产化。致力高端

制造，矢志产业报国。应流集团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遵循高质

量发展根本要求，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贡献
力量，向着百亿应流、百年应流的目标砥砺前行。

机械设计及工艺技术 10 大专及以上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专业对口，好学上进。
6-10K

杨女士 19356559899 316332019@qq.com 合肥经济开发区繁华大道566号

电气工程技术 10 大专及以上
电气工程专业、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专业对口，好学上进。
6-10K

机修钳工 10 大专及以上
懂得机械识图，机械.液压传动方面知

识，能对判断设备故障进行维护维修及数
控机维修等工作。

5-9K

维修电工 10 大专及以上

具有低压电工安全操作证；能看懂设备电

气图纸及PLC程序；有液压机、真空热处
理炉、旋压机、激光切割机等设备电气维

修经验者优先；懂西门子PLC、触摸屏、
变频器等经验者优先；机电一体化专业优

5-10K

氩弧焊工\气保焊工 10 大专
精通氩弧焊、气保焊，稳定性良好，具备

相关核电产品焊接经验者优先。
6-9K

数控车\加工中心操作

工
15 大专

懂得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能够识图，能够

吃苦耐劳、有责任感，服从车间生产的安
排，有团队和奉献精神。

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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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应流集团发源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安徽省霍山县，现已形成霍山高端

部件、六安航空科技、合肥核能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在美国、英
国、德国、荷兰建立全球技术平台和市场网络，产品服务于国家重大装

备和全球行业龙头，出口欧美为主的37个国家百余家客户，核能核电、
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多个领域多种产品实现首台套国产化。致力高端

制造，矢志产业报国。应流集团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遵循高质

量发展根本要求，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贡献
力量，向着百亿应流、百年应流的目标砥砺前行。

装配工、普工 15 大专
机械相关专业，机械制造相关领域操作工

作经验。
4-6K

杨女士 19356559899 316332019@qq.com 合肥经济开发区繁华大道566号

12 安徽英瑞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英瑞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21日，主要发展方向是

以杀菌剂领域为主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高科技创新型公司。总
部位于合肥市经开区，有着2300多平方的现代化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

合成项目组长 4 硕士 有机化学及化学相关专业 10-12W/年

许女士 18919613013 xuhj@ahenrich.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268号创

新创业园8栋2-3层
分析项目组长 2 硕士 分析化学及化学相关专业 8-10 W/年

合成实验员 4 本科 化学相关专业 6-8 W/年

生产技术员 4 本科 化学相关专业 8-10 W/年

13 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成立于2001年，2010年在A股上市，股票代码601933.SH，是中

国企业500强之一，是中国大陆首批将生鲜农产品引进现代超市的流通企
业之一，以生鲜特色经营及物美价廉的商品受到百姓认可，被誉为“民

生超市、百姓永辉”。目前永辉超市已在全国发展超千家连锁超市，业
务覆盖29个省份，585个城市，经营面积超过800万平方米。位居2020年

中国超市百强第二位、2020年中国连锁百强第四位。未来，永辉超市将
继续坚守主业、坚守定位、坚守文化，以满足用户多场景消费需求为导

向，发力品牌年轻化，营造好逛、好玩的新型门店，并坚持以科技赋能
供应链，以数字驱动增长，建立起质量更高、效率更高的全渠道运营体

1933管培生 10 大专

1、2020-2023届大专及本科学历毕业生，

25周岁内；2、身体健康，喜欢零售行
业；                                

3、有创业梦想，热爱学习。

3400-4000元/月 方琦 18956608465 552329393@qq.com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站西路1号

14 安徽优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安徽优旦科技有限成立于2016年9月27日，注册资金1360万元，

公司专注于锂电池管理智能硬件iBMS与全生命周期在线管理平台iBMP的
研发、销售与服务，产品和平台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

轻型车辆、电力储能、梯次利用等领域。

软件测试 10 本科及以上
1、汽车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历；2、
乐观积极、责任心强、对软件测试工作充

6000-10000

邢梦雅 17855324710
Jiahui.liu@udantec

h.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科技城创
客空间C2栋2层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1、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相关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踏实严谨，认
真好学，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

6000-10000

硬件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1、 电子、通信或自动化相关专业本科以

上学历，无工作经验要求；2、 动手及自
学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模拟电子技术和数

字电子技术基础，对硬件研发充满热情；
3、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质量意识、文

档撰写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6000-10000

售后工程师 15 大专及以上

1、电子、信号、自动化、新能源汽车等

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接受应届毕业
生）；2、熟悉BMS应用知识，熟悉电子部

件生产工艺；3、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动手能力，吃苦耐劳，能适应长期出

4000-8000

15 安徽域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域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31日，公司服务产品有：购

物商城建设，企业网站开发建设，微信小程序及APP开发与制作，腾讯云
产品服务，域名注册，商标注册，版权登记，企业及网站信用认证等业

务。

市场部储备干部 2 大专及以上 大专及以上 市场营销类，计算机方向类 4200+ 0551-66018526 合肥市庐阳区国金大厦2003

16 安徽长龙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长龙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包河经济开发区内，创办于2003年4
月，注册资本3200万元，是一家集电力设备制造、电力工程建设、对外

贸易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在安徽省股权交易中心科创专板上
市，股份代码630057。公司坚持科技领先带动企业创新发展，2003年以

来，公司相继与施耐德、德国西门子、瑞士ABB等国际知名公司建立了技
术、应用及商务合作伙伴关系，充分结合国际一流生产企业的技术优

势，促进公司技术创新。公司目前的主营产品是各种民用、工业用系列
配电箱(柜)、智能开关柜、箱式变电站，主要应用于工业装备、新能源

、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安徽省

开关柜行业领头兵，配电箱(柜)销售量位居全省前茅。

技术文员 10
本科及以上学

历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应届生 4000+

侯金华 15255151900 1798813058@qq.Com
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与吉林路交
口联东U谷23#、25#

钣金车间主任 2 大专以上学历

1．技术能力  会熟练使用CAD制图工具；

能画钣金产品的结构图、展开图，精通钣
金产品的工艺流程及相关钣金生产设备的

简单使用与维护。2．管理能力  根据公
司的生产计划安排组织车间人员进行有序

产品生产的组织能力；生产现场应具有
“5S”现场管理能力；具有相关产品质量

控制的质量管理能力，具有车间的安全生
产管理能力；具有维护与保养生产设备的

管理能力。3.  团队、职责  具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团结互

17 安徽长泰科技有限公司

长泰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网络安全、信息系统集

成、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应用软件开发及专业运维服务等行业信息
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伊始，长泰科技就致力于为国家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以及重点行业提供
全面的信息化、数字化解绝方案，拥有相当规模的高端客户群体，并已

成为国内网络反黑、安全攻防、漏洞管理等领域的领导者。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3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k-8k

刘梦梦 15156174838 2676932154@qq.com
安徽省合肥高新区中国声谷2-C栋13

楼

Java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 计算机相关专业 5k-8k

软件测试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相关专业 5k-8k

销售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 5k-8k

技术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k-8k

网络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网络工程或通信技术等相关专业 5k-8k

GIS开发工程师 3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k-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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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安徽长泰科技有限公司

长泰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网络安全、信息系统集

成、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应用软件开发及专业运维服务等行业信息
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伊始，长泰科技就致力于为国家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以及重点行业提供
全面的信息化、数字化解绝方案，拥有相当规模的高端客户群体，并已

成为国内网络反黑、安全攻防、漏洞管理等领域的领导者。

安全产品经理 3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k-8k

刘梦梦 15156174838 2676932154@qq.com
安徽省合肥高新区中国声谷2-C栋13

楼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3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k-10k

行政专员 2 本科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计算机相关专业 3K-5k

18 安徽中安创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安徽中安创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智能停车设备及科技交通产

业的新型科技企业，是一家包含智能停车设备及科技交通产业的设计、
开发、制造、销售、安装、维护、租赁和投资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企

业。作为国内专业的智能停车设备和交通产业供应商之一，公司年产值
达40000多车位。公司从成立即以客户质量第一、服务第一、客户第一的

服务理念，致力打造科技创新型、节能环保型、综合服务型的交通及停

机械车位销售 2 22-30岁、做项目、正常行政班。
4000-7000、绩效
奖金项目提成、

加班补助、五险

0551-62638287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与潜
山北路交口万科中心707

19 安徽中和司法鉴定中心

安徽中和司法鉴定中心是经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大型综合司法鉴定机构，
是初具规模、技术力量雄厚的司法鉴定机构之一。我鉴定中心实验室获

得国际公认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和质量技术监

督局的（CMA）认证。 现有员工多人，均为在司法鉴定领域工作多年，
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司法鉴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

员保障。

法医毒物鉴定员 2
本科以上学
历，医学检验

专业

1、专科学历的话要有相关医学检验职称

证书；2、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能
独立完成鉴定意见书的撰写；4、具备良

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团队协作精神。

4-6K

夏女士 15855188631 合肥庐阳区合肥华星大厦14层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员
4

本科以上学

历，车辆工程
专业

1、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2、能独立

完成鉴定意见书的撰写；3、具备良好的
思想道德品质和团队合作精神。

7-10K

法医病理鉴定员 1

本科以上学

历，病理学、
法医学专业

1、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2、能独立

完成鉴定意见书的撰写；3、具备良好的
思想道德品质和团队合作精神。

7-10K

20 安徽中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杰成立于2002年，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软硬件产品，专业从事
行业软件定制开发、IT服务及运维、信息化系统集成、工业2.0与信息化

两化融合、智能数据服务和管理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1006万元人民币，目前拥有员工百余人，技术支撑及保障人员占50%以上

。并先后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认证评估
、安徽省“双软认证企业”、合肥市创新型企业、合肥市技术中心认定

企业、合肥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合肥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合肥市科
技小巨人企业等，且拥有行业主管部门评审通过涵盖业务领域的业务等

级资质。

总助 1 本科 文字功底，沟通组织能力佳，专业不限 6-8K

汤婧波 15055176584 tangjb@zjiecn.com  安徽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一期C3-8F

助理售前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毕业、沟通能力强 4-8k

初级网络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毕业 4-7K

运维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毕业 4-6k

助理交付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毕业 4-7K

助理开发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软件开发相关专业毕业 4-7K

销售助理 2 本科 专业不限 4-6K

初级销售经理 3 本科 专业不限 4-6K+业绩提成

商务专员 1 本科 专业不限，熟练使用office等办公软件 4-6K

21 安徽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营太赫兹安检成像系
统和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工程服务，太赫兹成像系统工程维护及

管理。

光学工程师 1

1、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光学方案的研究

与原理论证；2、完成光学系统设计和关
键器件选型，能独立开展设计、出图、装

调、测试等系列工作；3、负责光学显示
技术突破，包括折叠光路成像、离轴成像

、光场成像、全息成像等方向；4、负责
成像光学设计、衍射光学器件（DOE）、

仿真工具、显示效果优化等核心光学研发
工作；5、跟踪业界光学前沿技术，进行

技术预研，完成样机平台开发或技术验
证；6、撰写专利文稿、实施方案文稿和

12K-18K

欧阳群峰  
金玲

13399698998  
13637051607

合肥市庐阳区中科大校友创新园1号
楼1楼

图像识别与数据处理研

发工程师
2

1、负责图像识别与数据处理程序开发与

调试工作，掌握图像处理多种算法；2、
熟练掌握图像分类、目标检测、目标跟踪

等常用图像识别算法；3、熟悉经典基于
深度学习的图像算法原理，及有相关开发

经验；4、熟悉机器视觉行业系统、硬件
、光学技术等相关专业背景。5、熟悉

tensorflow, pytorch, Matlab等机器学
习开发框架；6、熟悉LINUX操作系统，熟

12K-18K

软件、算法工程师 1

1、进行网络通信、串口通信类编程、数

据库编程、UI界面开发；2、根据客户需
求，负责系统前、后台应用系统的开发工

作；3、图像局部对比度增强算法，对
PhotoShop图像增强算法C++实现，图像特

征提取、分类识别算法的设计、开发，代

12K-18K

第 4 页，共 21 页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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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安徽卓凌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卓凌机电是一家专注于为科研机构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公司，主

要业务是为学术及研 究机构提供非标真空低温系统设计、真空获得测量
分析检测方案，售后服务和人员培训等，提供 一站式及交钥匙工程。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超高真空产品的研发制造，从开发设计、精密机械加工
、表面处理、精密 焊接洁净室清洗与包装等一系列核心技术上，我们严

格把关产品质量，提供四极质谱、氦质谱检 漏以及尺寸测量的质量控
制，确保提供的产品是您需要的。 

产品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1.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材料物理等专业

。2.熟悉一种以上的工程设计软件。3.对
仪器设备产品开发感兴趣，善于与人沟

通，有责任心，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和团

10-15万/年

王女士 0551-63637062
wangxinran@zlvacuu

m.com
81+A365:L369+A365:L369

机械设计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1.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工程类相关专

业；2.熟练使用各种三维绘图软件；3.具
有良好的表达、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团队

合作意识，责任心强。

10-15万/年

电气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1.电气相关专业即可；2.有责任心，有良

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具备分析问题发现问
题的能力。

10-15万/年

售后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1.真空、机械、物理等相关专业优先；2.

负责项目售后安装等工作，培训客户使用
设备以及基本的日常保养；3.可以接受出

差，对客户现场设备支持，能够独立工作

10-15万/年

销售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1.材料、物理相关专业优先，理工科相关

专业均可；2.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3.
善于与人沟通，有责任心，拥有良好的自

学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10-15万/年

23 合肥市奥比特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美国标准配电产品的制造型企
业，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左邻地铁3号线，右接地铁4号线，占地220

余亩，拥有8栋标准厂房、2栋办公楼，一栋公寓，两层餐厅。公司以客
户为中心，以人才为根本，以技术为先导，秉承“微创新，精制造”的

工匠精神，致力于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制造产业。所有产品
依据美国UL和NEC标准生产，全部产品出口美国市场和世界500强企业。

公司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拥有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共计100余项，同时与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理工

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非标机械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非标机械设计5年以上经验 面议

薛女士 0551-62100383 hr@umi-china.com 
合肥市瑶海区瑶海工业园区天水路

与灵石路交口

生产经理 1 本科及以上
机械相关专业，五金冲压行业生产管理5

年以上经验。
面议

人力资源副经理 1 本科及以上

有人力资源管理8年以上经验，同时具备

生产型型人力资源管理5年以上管理经
验，及3年以上物业（商铺、写字楼、仓

库）招商经验者优先。

面议

品质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机械相关专业，生产制造业品质管理5年

以上经验。
面议

24 博讯光电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自2009年诞生便始终专注于半导

体显示行业，是半导体显示面板重要零部件背光显示模组一站式综合方
案提供商，集光学设计、导光板设计、精密模具设计、整体结构设计和

产品智能制造于一体，拥有合肥、重庆、成都三大制造基地。公司主要
产品包含背光显示模组、导光板、精密结构件、光学材料等相关零部

件，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桌面显示器、车载屏幕、医疗
显示器及工控显示器等终端产品，是半导体显示面板企业及终端品牌商

储备干部（班组长） 20 大专及以上
1.机电、机械、电子、自动化等理科类专
业优先；2.21年，22年，23毕业均可；3.

可接受无尘室工作环境。

综合工资5000-
8500

梁保龙 18156083798
liangbaolong@hibr.

com.cn
合肥市新站区大禹路与唐河路交口

25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电子彩虹集团，是彩虹集团公司
所属的香港上市公司--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HK0438）在安徽

省合肥市全资建设的重点光伏产业基地。2010年10月18日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金11.5亿元。地处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工业园内，公司占地

510余亩。现有员工1000余人。公司现有800 T/d和750T/d全氧燃烧玻璃
窑炉各一座，再建750T/d玻璃窑炉一座，成为全球最大的全氧燃烧光伏

玻璃生产基地。配套12条热端、14条深加工光在玻璃生产线，全面兼容
1.6-3.2mm厚镀膜钢化光伏玻璃生产基本，全部投产后，年生产能力9300

万平方米，可配套封装16GW太阳能光伏组件。公司2021年实现产值15.3
亿元。

机械/电气技术 5

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有丰
富工作条件可

放宽。

电气/机械等相关工科专业，年龄18-
40岁，可接收应届毕业生。

月薪4500-6500

张经理 18715067118 1176265598@qq.com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奎河路与涂山
路交叉口

光伏工艺技术 5
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
机械/材料等相关工科专业，年龄18-
40岁，可接收应届毕业生。

月薪4500-6500

26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是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600707）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属国有企业性质，成立

于2009年，主要从事投资、建设、开发、生产和销售液晶用玻璃基板。
公司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拥有员工1300人，各类管理、技术人员约

400余人。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承担着国家平板显示行业
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第一块G6、G7.5液晶玻璃基板

的诞生地,国内首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G8.5液晶玻璃基板,于2020年9月
份成功下线，成为唯一可研发、量产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的国内企业。

在成功突破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核心制造技术、掌握完整的高世代液晶
玻璃基板核心工艺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品质管控技术和用户验证技术

后，为履行央企的大国重器使命，公司历经数十年艰辛探索，坚持自主
创新，打破国外垄断，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高世代TFT-LCD制造企业在手

机、显示器、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屏等领域的优质供应商。

工艺技术储备 15 本科 材料、光学类、无机非等 4.5k

张主管
0551-65686999-

5897
zll0956@163.com 新站区涂山路5号机械技术储备 15 本科 机械、自动化等 4.5k

动能技术储备 10 本科 暖通、高低压电气、动力供配电等 4.5k

27 安徽昌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做企业投资，企业管理，企业孵化，建筑工程投资，家政服

务，安保服务，物流服务，商务信息，软件开发，人力资源等

人事专员 不限 专科及以上 无 4000-7000

赵广杰 19956510461 3371374716@qq.com 合肥新站区综保大厦D区807

项目运营 不限 专科及以上 无 5000-20000

财务 不限 专科及以上 无 40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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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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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安徽昌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做企业投资，企业管理，企业孵化，建筑工程投资，家政服

务，安保服务，物流服务，商务信息，软件开发，人力资源等

市场专员 不限 专科及以上 无 5000-20000

赵广杰 19956510461 3371374716@qq.com 合肥新站区综保大厦D区807

28 巢湖市鑫皖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位于安徽省巢湖市柘皋镇建和行政村。公司总资产3.4亿
元，占地面积269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员工100余人，其中中高级管

理与技术人才50余人。公司主要产品是生物质能发电，建设规模为
1x30MW高温高压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配一台130t/h高温高压、生物质

能循环流化床锅炉及配套设施，年利用农林生物质27.5万吨，年发电量
约2.16亿度 ，隶属于杭州锦江集团。

主办会计 1 专科
3-5年工作经验，有过制造业、工业经验

优先
6000-8000

刘熔 15955139792 1021312851@qq.com 安徽省巢湖市柘皋镇建和行政村

锅炉专工 1 专科
3-5年工作经验，有过生物质流化床工作

经验优先
7000-10000

汽化专工 1 专科 3-5年工作经验，有过电厂工作经验优先 6000-8000

运行值长 2 专科 3-5年工作经验，有过电厂工作经验优先 6000-8000

运行技术人员 10 专科 电气自动化、热能动力相关专业 4000-6000

料场管理员 1 专科 1-2年生物质电厂工作经验，品行优良 4000-6000

29 巢湖市永安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巢湖市永安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于2008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
位于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夏阁园区，紧邻S105省道，占地面积34000平方

米。建设总投资12000万元，2009年建成年产30万m³高精砌块生产线，

2018年建成年产30万m³装配式建筑ALC板生产线，2021年追加投资8500万
元，启动年产50万m³智能数字化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生产线的建设。公司

先后注册“永徽”、“金墙安”墙材品牌，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
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安徽省及江苏省新型

墙体材料认定证书。公司产品主要是源综合利用生产新型墙体材料，蒸
压加气混凝土板生产线被评为合肥市数字化车间、合肥市2019年度工业

绿色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工程管理岗 1 大专以上 土木工程类专业毕业 5000以上

尹经理 15105652557 巢湖市夏阁工业园区

预决算岗 1 大专以上 与土木工程类预决算相关专业毕业 5000以上

30 巢湖旺角食品有限公司

巢湖旺角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对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及贸易的民营食品企
业。公司位于巢湖市夏阁镇工业集中区，公司现用占地面积40亩。拥有

国内较先进的自动化生产和包装设备，建有10万级净化车间。具有日产
60吨的生产能力，是巢湖地区规模较大的烘炒、油炸类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合肥市农副产品龙头企业。

储备干部 5 大专 年龄：20-30周岁 4000-4500

方女士、

夏先生

13365650148、

18075763607
565433108@qq.cm 巢湖市夏阁镇工业集中区

质检员 3 大专
年龄：25-40周岁，会基本电脑办公软件
操作

3500-4000

31 安徽九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九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注册资金2100万,是北京
新九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华东地区成立的分公司。安徽九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地40余亩，是合肥市政府重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及发明专利。公司依托国际先进技术和中国科

学院的科研团队, 以“医疗检验”为理念，自主研发和生产一系列在医
疗领域中临床价值高，市场前景好的检测设备和生物诊断试剂产品。公

司秉持“立足医疗，服务社会”的企业理念，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实
现产业化经济效益为目标，合理搭建公司的组织机构。搭乘合肥经济高

飞航班，公司斥资1亿，规划建设多个产品平台，电化学平台，干式化学
平台，免疫组化平台，癌症筛查平台，涵盖快速检验、精准医疗组成的

全新产品系列，将医疗、健康、服务等完美融合，打造医疗行业新的桥
头堡。

售后工程师 3 专科

1、电子、机械类相关专业以上学历；2、

喜欢动手操作；3、做事细心且有耐心，
积极主动，富于创造力，具备良好的沟通

和协调能力。

5000-7000

吴先生 0551-63652996 1789248651@qq.com 
合肥高新区创新大道与明珠大道交

口明珠产业园1-B4楼

实验员 2 本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药学、护理、医学

检验等医学专业；2、熟悉实验室实际操
作；3、工作执行能力强；4、学习能力

强，有挑战精神，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5000-7000

试剂研发工程师 2 硕士

1、硕士及以上学历，专业知识扎实；英

语听说读写熟练；2、检验医学、化工、
生物学等相关专业；3、有体外诊断试剂

（如：干化学、金标试剂、免疫、PCR、
酶免试剂、生化试剂等）实验经验。

7000-13000

QC专员 3 本科
1、生物、制药、化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

上学历；2、熟悉常用检验设备和仪器，
具有相应的检验实践操作经验。

5000-7000

销售专员 5 专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医药、护理、生物

工程及营销类相关专业；2、熟悉医院工
作流程，热爱销售服务工作；3、具有较

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交技巧，较好的沟
通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5000-15000

32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62）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试点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拥有优秀级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内领先的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整体

解决方案专家。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合肥，在德国卡塞尔、英国伦敦、美
国得州、日本东京、中国上海、苏州分别建有子公司。巨一科技一直秉

承着创新奋斗的踏实作风，合作客户涵盖了全球所有主流汽车厂家（包
括德系、英系、美系、日系、法系等汽车厂）和造车新势力。巨一的目

标是成为更有灵魂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核心企业。当前，我们正身处新
能源和数字化的浪潮之中，巨一科技诚邀海内外同仁携手共同创造行业

的未来！

机械工程师 20 本科 2年经验，非标设计经验 10-30w

唐亚梅 18255435214
tangyamei@jee-

cn.com
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5821号

电气工程师 30 专科、本科
2年经验，熟练使用西门子、三菱PLC调试

经验
10-30w

机器人工程师 10 专科、本科 2年经验，熟练使用四大品牌机器人调试 10-30w

软件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硕士 3年电驱动行业经验 20-50w

硬件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硕士 3年电驱动行业经验 20-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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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62）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试点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拥有优秀级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内领先的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整体

解决方案专家。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合肥，在德国卡塞尔、英国伦敦、美
国得州、日本东京、中国上海、苏州分别建有子公司。巨一科技一直秉

承着创新奋斗的踏实作风，合作客户涵盖了全球所有主流汽车厂家（包
括德系、英系、美系、日系、法系等汽车厂）和造车新势力。巨一的目

标是成为更有灵魂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核心企业。当前，我们正身处新
能源和数字化的浪潮之中，巨一科技诚邀海内外同仁携手共同创造行业

的未来！

软件标定工程师 10 本科、硕士 3年电驱动行业经验 ，能接受出差 20-50w

唐亚梅 18255435214
tangyamei@jee-

cn.com
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5821号

机械工程师（叠片设

备）
3 本科、硕士 5-10年锂电设备经验 20-50w

机械工程师（卷绕设

备）
3 本科、硕士 5-10年锂电设备经验 20-50w

33 安徽科创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科创中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公司注册资金 

2400 多万元，办 公用地达 1000 平方米，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代理和技术服务为一体

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光电探测科学与技术研究、大气 环境遥感
监测技术研究、计算智能与信号处理、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大

气环境监测 产品开发与系统集成应用，为环保、气象、科研单位提供产
品和技术服务。

售前技术支持 5 本科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应用化学等相关理

工类专业
5k-8k

王林 0551-65325250
wanglin@kczglidar.

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C4

栋10楼

销售经理 10 本科 专业不限 5k-8k

机械工程师 5 本科 机械相关专业 8k-10k

光电工程师 5 本科 光学工程、精密仪器等相关理工类专业 8k-10k

测试工程师 10 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物理、光电等相关理工类

专业
5k-8k

数据分析师 5 本科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数学、统计学等相

关理工类专业
5k-8k

嵌入式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相关专业 8k-10k

运维工程师 10 本科 环境等相关理工类专业 5k-8k

34 安徽蓝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蓝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300862）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联合投资成立，是“安
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大气光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大气光学重

点实验室”在大气探测领域的产业化平台，是经安徽省科技厅认定的安
徽省激光雷达工程化研发单位。公司以国家生态环境文明建设需求为导

向，致力于环保、气象、海洋等大气生态环境领域高端仪器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客户提供专业系统解决方案和定制化技术咨询与服务。

机械设计工程师 2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等相关专业 8k-10k

汤经理 15375087229 tyx@ldchina.cn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望江西

路800号创新产业园一期D7栋4楼

.Net软件开发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相关专业 8k-10k

光学设计工程师 2 本科 光学、精密仪器等相关专业 8k-10k

嵌入式硬件开发工程师 2 本科 硬件相关专业 8k-10k

FPGA工程师 2 本科 硬件相关专业 10k以上

销售经理 3 本科
市场营销、电子、自动化、通信、计算机

等相关工科专业
5k-8k

设备装调技术人员 3 本科 理工科相关专业（机械类优先） 5k-8k

35 安徽满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企业总部位于安微省合肥市经开区芙蓉路268号

创新创业园，营业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一家集综合服务平台与技术研
发平台为一体的集团式企业。旗下主要为满辰财税和满辰科技两大业务

板块，满辰财税提供包含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商标注册、资质办理、
税务筹划、高企申报等企业服务，满辰科技研发项目涵盖:SCRM、满辰云

系统、在线考试平台、网课平台、电子合同、人事系统等，已为上万家
企业提供了专业服务。荣誉称号：合肥市代账协会副会长单位、2021年

最佳雇主单位、合肥市重点产业企业。

财税销售 10 本科 专业不限 6000-10000

施骏 15256705723 1136509231@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园12
栋4楼

实习会计 15 本科 财务管理、会计学、税收学 2000

36 安徽诺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hrough over 27 years dedication, Roomlux has built up 
professional teams and established long term strategy 

partnership with its carefully selected supply chain plants, 
most of which are front runners in specific category of 

products.

外贸业务员 2

大专及以上学

历，国际贸易
、英语专业；

熟悉外贸和订单管理流程，具备相关领域

扎实的基础知识；1年以上外贸业务相关
领域工作经验

底薪4000元+提成

20%-30%之间  

孙女士
0551-65226000   

18909697509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百大CBD公寓

楼2109室
外贸电商专员(阿里巴

巴国际站)
2

大专及以上学

历，英语四级
以上

听说读写熟练，能无障碍进行沟通交流；

热爱外贸事业，吃苦耐劳，责任心强，积
极乐观，具备良好团队合作精神；  

无责任底薪4000

元+提成20%-30%
之间；

37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无线智慧视觉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是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公司来源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无线传输、 低码率高清视频、多网融合应急通信、
物联网视频智能硬件、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视频大 数据云平台等方面拥

有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持续研发能力。公司集研究、开发、生产、销
售及运维服务于一体，公司产品通过公安部、电网、安监等相关部门检

测认证，已在公检法、应急办、消防、 武警、边防、安监、城管、环保
、交通、金融、石油、电力、爆破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产品和方案

面向移动执法、应急处突、安全生产、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提供服务，
为国内 外重大事件提供了安全保障。 

测试工程师 15人 本科

1、逻辑思维能力强，沟通表达能力强，

有团队意识和质量意识；2、责任心强，
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3、熟练掌握软

件测试技术和方法，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4、计算机、电子、通信、网络类相关专

6-10w/年

张女士 55162895769
zhaopin@tsinglink.

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
新产业园二期 J1 楼 A 座 17-18F

技术支持工程师 20人 本科

1、熟练office办公软件、Windows、

linux操作系统和网络基础知识；2、具有
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3

、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执行力和学
习能力；4、做事积极主动，为人诚实勤

奋，能适应出差；5、计算机、电子、通

6-10w+/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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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无线智慧视觉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是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公司来源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无线传输、 低码率高清视频、多网融合应急通信、
物联网视频智能硬件、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视频大 数据云平台等方面拥

有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持续研发能力。公司集研究、开发、生产、销
售及运维服务于一体，公司产品通过公安部、电网、安监等相关部门检

测认证，已在公检法、应急办、消防、 武警、边防、安监、城管、环保
、交通、金融、石油、电力、爆破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产品和方案

面向移动执法、应急处突、安全生产、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提供服务，
为国内 外重大事件提供了安全保障。 

C++软件开发工程师 3人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掌握C/C++编程，熟悉常用数据结构、

算法；2、有面向对象编程、多线程开发
和并发控制开发经验者优先；3、有

QT/MFC/Visual studio开发经验者优
先；4、有Boost/ACE/FFmpeg等第三方开

源软件开发经验者优先。

12-18w/年

张女士 55162895769
zhaopin@tsinglink.

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
新产业园二期 J1 楼 A 座 17-18F

Android开发工程师 2人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熟悉Android系统移动开发，能够按要

求独立完成移动应用开发；2.熟练掌握
Android开发工具Android Studio；3.学

习能力强，能快速学习和使用新技术；4.
思维开阔、灵敏，工作积极主动、严谨好

学、有责任心，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团

10-15w/年

Web全栈工程师 3人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了解JavaScript、jQuery、Ajax等Web

开发技术；2、了解HTML/XHTML/HTML5、
CSS等网页制作技术，熟悉页面架构和布

局；3、熟悉Spring MVC、SSM、
Spring boot等Web框架；或者熟悉

NodeJS后端开发及异步I/O编程，可以独
立开发NodeJS module；4、熟悉至少

SQLServer/Oracle/MySql中一种数据库；
5、了解OOD、OOP及软件架构设计模式，

了解UML及
Visio/Rational Rose/PowerDesigner中

一种设计工具；6、Redis和MongoDB应用
经验优先；7、代码冗余率低，有良好的

10-15w/年

硬件助理工程师 5人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电子电气及相关专业，英语四级及以

上；2、专业基础扎实，具备基础的数字
电路和模拟电路原理；3、自学能力强，

主动性强，能静心钻研技术；4、热爱硬
件设计，服从工作安排，具备良好的沟通

9-15w/年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3人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热爱

软件编程，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学习
能力，善于与人沟通合作；2、熟练使用C

或C++，熟悉TCP/IP编程和多媒体编程；3
、需要一定的硬件知识和扎实的软件功

底；4、有C语言中大型软件项目经验或嵌
入式Linux开发经验，尤其是音视频相关

9-15w/年

38 安徽三联交通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三联交通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联交通”）成立于2005
年12月，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核心示范园区，

是我国交通安全科技行业的领军企业，主要从事驾驶人考试系统工程装
备和智能交通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服务。现已获得国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
业、“平安城市”建设优秀安防工程企业、安徽省创新型企业、安徽省

重点软件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国家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二级等重要荣誉资质。

工程技术 15 本科 电子信息、计算机等理工科相关专业 5-8K/月

孙超 0551-65331910 hr@sljtyy.com
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88号（望江西

路与永和路交叉口东南角）

市场拓展 10 本科 不限专业 5-8K/月

39 安徽尚德轨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尚德轨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3日成立，注册资金
5000万，位于巢湖半岛烔炀产业园，公司主营产品有声屏障、多元合金

共渗产品、桥梁伸缩装置、橡胶制品等。公司厂区占地面积180亩，总建
筑面积14.5万平方米。公司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铁路产品

CRCC认证。产品广泛应用于川藏铁路、商合杭高铁、雅万铁路、连徐高
铁、京藏高速公路、巢马城际铁路、港珠澳大桥、嘉绍大桥等国内铁路

、公路及市政路桥工程。因生产需要，现面向社会诚聘以下岗位人员。

质检部部长 1 本科
3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理工科

类专业；3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熟悉
常用产品检测和测量仪器和设备

6-8k

张玉珍 13359011511 418877582@qq.com 合肥巢湖市烔炀镇纬二路9号

质检员 3 大专 35岁以下，有检验工作者优先考虑 4-5k

生产部部长 1 大专
35岁以下，3年以上生产型企业工作经

验，熟悉生产管理各环节
8k+

生产调度 1 大专
具有3年及以上生产调度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
6k+

仓管 3 大专
1年以上生产型企业仓管工作经验，具有

ERP系统及相关财务软件工作经验者优先
4-6k

生产文员/统计 1 大专
熟练办公软件操作，工作认真负责，具有

良好沟通能力，具有ERP系统操作经验者
4k+

售后服务工程师 2 大专
熟悉高端装备制造行业，有销售经验者优

先；能适应经常性出差
底薪+提成

技术员/研发助理 5 本科

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设计、高分子材料

、化学化工、力学、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具备独立设计能力，熟练使用AUTOCAD、

PRO/E进行2D/3D机械设计

5k+

财务出纳 2 本科
财务管理相关专业，熟悉财务相关软件，

应届毕业生也可。
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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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安徽尚德轨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尚德轨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3日成立，注册资金
5000万，位于巢湖半岛烔炀产业园，公司主营产品有声屏障、多元合金

共渗产品、桥梁伸缩装置、橡胶制品等。公司厂区占地面积180亩，总建
筑面积14.5万平方米。公司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铁路产品

CRCC认证。产品广泛应用于川藏铁路、商合杭高铁、雅万铁路、连徐高
铁、京藏高速公路、巢马城际铁路、港珠澳大桥、嘉绍大桥等国内铁路

、公路及市政路桥工程。因生产需要，现面向社会诚聘以下岗位人员。

企宣专员 1 本科

新闻学相关专业，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能

够独立撰写文案，熟练运用相关图文处理
软件，有一定摄影功底

4k+

张玉珍 13359011511 418877582@qq.com 合肥巢湖市烔炀镇纬二路9号

40 安徽深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深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POCT快诊试剂、分子诊断及

生物原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营业范围
包括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试剂、消毒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以及生物医药产品的研发。深蓝医疗以传染病、毒品、妇科、孕产检
测产品为主线，规划致力于打造全球深蓝检测POCT第一品牌。企业拥有

先进的快速诊断试剂生产线，应用最新临床检测分析技术，产品具有具
有操作简单、准确可靠、及时方便等优点，其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企业已通过欧盟的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按YY/T0287-2017 idt 
ISO13485:2016标准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获得欧盟EN ISO 13485:2016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及CE产品认证证书。

技术研发 10 硕士 生物相关专业 面议

郑欢欢 18226626627 991350433@qq.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106号明珠产

业园1栋D区四层技术优化 10 本科 生物相关专业 面议

技术员 10 大专 医药相关专业 面议

41 安徽省安策智库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策智库咨询有限公司原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研究咨询机

构，为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提供权威的第三方检查
、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咨询等智力服务，多次受到省级政府单位表彰。

公司现有员工200多人，其中中高层管理团队多为985/211院校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近年来，安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业务经营已覆盖安徽

、江西、福建、海南、宁夏等九省一市，在全国及安徽省内设立多个子
分公司及办事处，朝集团化发展逐步迈进。

研究员 5 硕士
法律类、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金融

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10k以上

陈主管 18055186387 ancehr@163.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14号时

代智谷创业园201室

高级研究员助理 5 本科
法律类、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金融

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8k-10k

初级研究员助理 5 本科
法律类、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金融

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5k-8k

城市经理 20 本科
专业不限，学生干部、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考虑
8k-10k

测评咨询员 20 本科
法律类、经济类、中文类、新闻传播类、

管理学类、统计学类及其他相关专业
5k-8k

数据调研员 5 本科
经济类、管理学类、统计学类等其他相关

专业
5k-8k

高级JAVA开发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或通信专业 10k以上

初级JAVA开发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或通信专业 8k-10k

Android开发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 8k-10k

42 安徽省宝元物流有限公司

宝元物流有限公司地处合肥市庐阳区大杨产业园大创路12号，是一家以

家电、快速消费品物流服务为主，历经十多年市场竞争和资源整合，发
展起来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公司已经与国内多家大型家电集团建立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已发展成为能为客户提供仓储、干线运输、配送等一
体化物流服务，并能为客户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及物流咨询服务的企业

。我公司一直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标准化
服务的同时，也从客户身上学习更多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使我

们的服务更适合客户个性化付服务的需求。

物流跟单 3
1、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2、对数字

敏感。
4000-5000

0551-

65713666/
65713999

合肥市庐阳区大杨产业园大创路12

号

43 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1991年，隶属于世界500强安徽海螺集团，2021年实现进出口

总值5亿美元，销售收入34.5亿元人民币，系安徽省出口规模最大的省属
国有外贸企业之一，服装出口一直保持安徽省内第一，并连续多年进入

中国服装出口企业100强。

外贸业务员 3 大学本科
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了解国际贸易基
本知识，具有较强的开拓进取精神、沟通

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爱岗。

月薪5500-8000元

六险两金、年终
奖、餐补、提供

住宿、免费体检
、年休假、全勤

奖、节日福利、

陈主任 0551-62832061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436号金城大
厦

44 安徽省徽商红府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徽商红府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12月正式成立，隶属于

安徽省徽商集团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公司网点遍布合肥、六安
、霍邱等多个地区，拥有门店百余家。作为安徽省本土的大型国有企

业，红府超市是“安徽省著名商标”、“最具影响力特许品牌”、“诚
信兴商双优示范企业”。我们重视员工的价值与成长，为员工提供广阔

的发展空间。我们期待正直肯干、乐于奉献的您加入红府这个大家庭。

储备干部 5

全日制大专

（含）以上文
化程度

全日制大专（含）以上文化程度，不限专
业，男女皆可。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勤

奋好学、踏实肯干，热爱零售行业，有在
连锁超市行业长足发展意愿。

面议，入职即缴

纳社保。
韩莉 13956090457

合肥市庐阳区沿河路106号商之都行

政楼

45
安徽省建设工程测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安徽省建设工程测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

准依法注册成立的，为安徽省规模较大、资质齐全、资源雄厚、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综合性检测、鉴定机构。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成

立以来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建设部华
夏科技进步三等奖各一项。公司以“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持续改进、

追求卓越”为管理理念，秉承“科学、准确、公正、高效”的质量方
针，坚持“一流的质量、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效率、一流

的品牌”的工作目标，切实履行“独立性、公正性、诚实性”的服务承
诺，将成为“社会信赖、监管部门放心，引领行业发展，有重要价值的

企业”作为我们的企业愿景，竭诚为广大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人民
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现场检测员 12 大专
建筑工程、测绘工程、道桥市政、给排水

、材料等工程类相关专业
4-6k/月

汪敏慧 15270018982 787851294@qq.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与河北
路交口

检测工程师 8 本科及以上 结构工程、土木工程、给排水等相关专业 4-8k/月

第 9 页，共 21 页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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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安徽省金屹等离子体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屹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安徽省金屹等离子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其子公司成立于2019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有员工近
300人。我司致力于新、专、精的等离子体电源的开发和产业化，是集研

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等离子体应用配
套产品涵盖等离子体炬、电弧、电晕放电、辉光放电、介质阻挡放电、

射频放电等等离子体应用领域，在等离子体医疗灭菌、材料表面处理、
炬应用、电厂锅炉点火、天然气裂解制乙炔、污染气体处理、固体废弃

物处理等行业应用广泛；公司福利：五险一金、年终奖金、年度调薪、
节日福利、年度体检、带薪培训、高温补贴等；现公司广纳贤才，期待

您的加入为我们增添新的色彩。

硬件助理工程师 2 本科
电子电气类相关专业，有较强的动手能
力，能熟练使用各用调试仪器及设备者优

先

4-6k 王主管 15209827201 906226070@qq.com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中安创谷科
技园一期D3栋（地铁4号线直达，园

区有班车到2号线）

47 安徽省军融科技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军融科技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公司是在各级
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由包河区政府牵头筹建的省级军地科技协同创

新平台运营主体。公司依据省有关部门文件精神，按照“政府指导、市
场运作”的原则，围绕军地信息共享、要素流动、成果转化和金融支持

等实际需求，打造以理论研究为先导、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牵引、以关键
技术项目推进为抓手、以供需对接为重点、以产业运营为支撑的军地科

技协同创新服务体系，推动军地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公共服务创
新，力争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军地协同公共服务平台。

助理咨询师 5 本科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生，中文、新闻

、经济、管理等专业。

面议

许经理 0551-65501631
kevin@anhuijmrh.co

m

合肥市包河区辽宁路中关村智汇园

D4栋3楼

2.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报告撰写能力。

3.能适应因工作产生的省内短期出差。

4.有课题研究、项目咨询等经验者优先。

市场专员 5 本科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生，专业不限。

面议2.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抗打击能力。

3.能适应因工作产生的短期出差。

48 安徽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

科大奥锐成立于2001年，源于中国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应用研究
室。公司下设实验教学资源研发部、实验教学及实验室管理研发部、大

型仪器共享物联网研发部、市场推广部、售后技术支持服务部、公司管
理部。公司致力于高校教学及管理软件的开发、实验仪器研制，为教学

和科研机构提供管理整体设计及解决方案。

电学工程师 10 本科 电学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5k-8k

李经理 18326681693
lifangling@ustcori

.com
高新区天源迪科科技园3号楼7层

物理工程师 20 本科 物理及相关专业毕业生 5k-8k

光学工程师 10 本科 光学及相关专业毕业生 5k-8k

微电子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 微电子及相关专业毕业生 5k-8k

销售工程师 20 本科 专业不限 10k以上

Java开发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及相关 5k-8k

49 安徽省科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科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是由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名博士共同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致
力于高清工业相机、视觉方案设计、控制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一整套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且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由本公司自主研
发的系列高清工业相机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印刷、医药机械、自动光

学检测、防伪识别等诸多领域。

软件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面议

葛城东 18326008476
hr.gcd@keyetech.co

m
合肥市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C-104

算法工程师 5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面议

机械工程师 4 本科 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 面议

电气工程师 2 本科 电气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面议

光学工程师 3 本科 光学工程 面议

硬件工程师 3 本科 电子工程 面议

销售工程师 8 本科 市场营销 面议

工艺工程师 2 本科 电气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面议

50 安徽省鹏徽市场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鹏徽市场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二○○五年四月，其前称

为安徽省鹏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鹏
徽市场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员单位、安徽省

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单位，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单位，是一
家同时具有物业管理壹级资质和中国清洁清洗行业一级资质的双壹级资

质的物业管理企业。注册资金5001万元。公司主要从事住宅、商业、办
公、学校、医院、工业园、公园（风景区）、园林绿化工程、停车管理

、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建筑物外墙清洗等服务。

项目经理 1

负责物业服务中心的全面工作管理，对各

端口工作直接负责；负责与政府相关单位
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等；完成公司下达的

各项经营管理指标等。要求：有相关岗位
工作经验（住宅、医院、院校、共建类

等）不少于5年，部分岗位要求能驻外
（省内）

5K-1万

邹经理 13956020821
合肥市庐阳区肥西路与北一环交口
金龙国际A座16楼

客服/会服/宿管 2
负责物业服务项目客服/会服/宿舍管理工

作，省内就近安排工作
5K-1万

医院后勤相关岗位 1
有医院后勤相关岗位经验，省内医院就近

安排工作
5K-1万

51 安徽省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省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与美国有机矿化技术专家合资组建

的中美合资企业，成立于2000年7月。组建公司的宗旨是为了转化科技成
果，将研究取得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推广开来，让农作物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并且保护生态环境，让农业可持续发展。

生产管理人员 2-3名 工作地址在芜湖市南陵县 面议

谢珣 13966682338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农科南路40号
农科院内老水产所四楼销售人员 3-5名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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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徽省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省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与美国有机矿化技术专家合资组建

的中美合资企业，成立于2000年7月。组建公司的宗旨是为了转化科技成
果，将研究取得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推广开来，让农作物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并且保护生态环境，让农业可持续发展。
技术研发人员 2-3名 本科以上学历，农学相关专业 面议

谢珣 13966682338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农科南路40号
农科院内老水产所四楼

52 安徽泰德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泰德康是集技、工、贸为一体，致力于食品、农产品、化工、医药领域
的集技术开发、工程总包、装备制造、客户服务为-体的集团化公司。经

过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在薯类淀粉工程技术装备领域,以其产品的高性
价比和优质的客户服务,我们已成为行业知名品牌；以先进的技术及管理

理念，使市场占有率均领先于国内外同行。公司创立于北京,2011年迁至
安徽合肥，经营管理中心位于安徽合肥滨湖CBD,营销机构广泛分布于北

京、合肥、甘肃、宁夏、荷兰、印尼雅加达、尼日利亚、摩洛哥、巴西
圣保罗等国家和地区,生产基地位于安徽合肥双凤开发区。泰德康秉承着

“诚信、务实、高效、创新”的经营理念,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经营
目标。自公司成立伊始,就始终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客户满意为目的,以员工发展为根本,不断开拓前进,获得了市场客户的肯
定和赞誉。

工程设计 2 本科

1．3年以上工程设计或机械设计工作经

验，了解项目工程设计的工作流程；2．
熟练掌握auto-CAD, PRO/E或其它三维设

计软件；3. 本科以上学历，项目工程设
计专业或有相关工作经验，文笔好，沟通

交流能力强者优先。4. 适于出差者优先

10-15万/首年

夏璐璐 18655058087
xia032700@dingtalk

.com
管理中心：合肥市滨湖临滨C座32层

工艺工程师 2 本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食品、生物、化工

类相关专业；2、一年以上农产品加工、
食品加工或化工行业工艺设计工作经验；

3、CAD使用熟练，会3D软件者优先； 4、
可接受优秀毕业生，必须会CAD。工作地

10-15万/首年

机械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1、两年以上非标设备设计应用工作经

验；2、从事过食品机械与设备及整机结
构的研发设计；3、熟悉钢结构设计标准

和规范；4、熟悉机械加工工艺，跟踪解
决产品制作中发生的问题。5、能熟练使

用Solidworks、AutoCAD和Office等软
件，绘制开发产品的装配图及零部件生产

图纸及工艺文件；6、做事认真细心负
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良好的团队合作

10-15万/首年

电气工程师 1 本科

1、自动控制、电子电气工程等专业，大

专及以上学历；2、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历；3、具备电气、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能够使用Protel，CAD等软件；熟悉电气
标准；4、有较强的责任心,良好团队协作

能力、沟通能力、善于学习；动手能力强
工作地点：双凤开发区

10-15万/首年

项目经理 2 本科

1．5年以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项目

管理的工作流程；2．具有较强的人际交
往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利用公司的资源

为客户提供满意的项目技术服务；3 . 本
科以上学历，项目管理专业或有相关工作

经验者优先；4 . 适于长期出差。工作地

10-15万/首年

外贸专员 3 本科

1、英语口语流利,熟悉东南亚市场业务的

开展；2、从事国际贸易行业工作经验2年
以上，熟悉海外市场开拓，并有实际操作

案例；3、有很好的抗压能力；4、能适应
公司的出差及外派的需求；5、有机械行

业背景优先。工作地点：滨湖临滨苑

高底薪+提成

53 安徽通灵仿生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通灵仿生科技有限公司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创新
单元（重点孵化企业）。团队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院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医疗器械公司等众多

专家和高管组成，先后获得安徽省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庐州产业创新团
队等人才计划支持，获得科技部中小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安徽省新型

研发机构认定。公司拥有安徽省博士后工作站，主营仿生医疗器械的研
发，专注于心肺循环辅助高级生命支持设备与高值耗材研制，包括新型

心室功能微创辅助导管泵、血管内新型雾化供氧装置的研发以及对体外
膜肺仪器等。公司已经申请相关专利80项，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微创导管式同步心脏辅助泵”填补国际市场空白，潜藏着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该项目“2016年全国双创周--科技成果直通车”活动中

被科技部认定为重点展示项目。

软件工程师 10 本科 计算机类、电子类、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面议

李老师 55162868902 353746649@qq.com
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
研究院

算法工程师 5 硕士
电子、自动化、计算机、通信、生物医学
工程等相关专业

面议

传感器研发工程师 5 硕士
仪器仪表、智能感知、自动控制、电力电

子等相关专业
面议

系统设计工程师 5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精密仪器、流体、电子信

息工程相关专业
面议

流体力学仿真工程师 5 硕士 流体力学、流体机械等相关专业 面议

54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688679.SH）成立于1999年4月，是

一家专注于固废污染综合整治、污泥污水及水环境整治、环境修复业务
的高新技术企业，于2020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固废污染阻隔修复系统构建、污泥高干脱水炭化
处理处置、河湖底泥一体化处理处置等核心技术体系，主要为地方政府

部门及大型企事业单位等客户提供集方案设计、装备研制、投资建设、
运营服务为一体的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拥有行业内较为齐全的“市

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壹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 等多项专业工程建设资质，“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

程、污染修复工程)专项乙级”、“市政行业(排水工程、给水工程)专业
乙级等多项专业设计资质。

市政工程师（施工岗） 15 专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工

程，环境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市政
工程技术等专业

4000-5000

任明强 18256028910 553063527@qq.com
合肥市包河区祁门路与西递路交口
东北 20 米通源环境总部大楼

工艺工程师（运营岗） 15 专科及以上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 4000-5000

55 安徽同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同一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位于合肥

市包河区包河汽车城内，建筑面积约3400平米，是LYNK&CO 领克汽车在
安徽省的首家A级4S店。公司硬件设施均按照行业内高级别配置，一切从

客户的角度出发，不仅为客户提供了车辆购买、车辆维修、配件供应、
信息反馈的标准服务，更是凭借先进的设施及温馨的布置，为客户带来

非同凡响的丰富体验，其功能性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的汽车4S店，是对
传统汽车4S店的一次创新性颠覆。

销售顾问 5 不限 愿意接受挑战 5000--15000

卢女士 18955118355 64566304@qq.com
合肥市包河区长春街22号安徽同一

领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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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徽同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同一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位于合肥

市包河区包河汽车城内，建筑面积约3400平米，是LYNK&CO 领克汽车在
安徽省的首家A级4S店。公司硬件设施均按照行业内高级别配置，一切从

客户的角度出发，不仅为客户提供了车辆购买、车辆维修、配件供应、
信息反馈的标准服务，更是凭借先进的设施及温馨的布置，为客户带来

非同凡响的丰富体验，其功能性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的汽车4S店，是对
传统汽车4S店的一次创新性颠覆。

服务顾问 2 不限 沟通能力强，热情有耐心 4000--10000

卢女士 18955118355 64566304@qq.com
合肥市包河区长春街22号安徽同一
领克中心

56 安徽途秀互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途秀互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30日，途秀互动是专
业的整合营销和智慧旅游创新性服务企业，拥有四大产品体系、客户已

覆盖华中六省。业务涉及旅游、汽车、政府、航空等领域，经营范围涉
及营销与宣传推广、公关活动策划与执行、影视制作、旅游文创设计研

发、智慧旅游技术研发等领域，拥有Panda公关、企鹅文创、考拉影视、
犀牛科技四大部门，公司凭借专业的营销体系和服务能力，已成为旅游

业界颇具活力的旅游营销旗舰企业。几年来，途秀互动为省内外旅游业
策划承办了中国徽商大会、中部六省博览会、中国游学联盟大会等大型

展会；拍摄制作了安徽旅游宣传片、安徽省公安形象宣传片、薪火相传
等央视纪录片；设计印刷了旅游类图书、画册；搭建了景区智慧旅游平

台，目前本公司开发的九华山、天堂寨、马仁奇峰等安徽30多个景区小
程序已经启用。

营销策划 10 本科
广告学、会展策划、新闻传播、市场营销

、营销与策划
8k-10k

王玲 18956069655
wangling@tourshow.

cc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一期C4座

1101

插画师 5 本科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美术学 5k-8k

文案编辑 10 本科 新闻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 5k-8k

平面设计师 5 本科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数字媒体 8k-10k

办公室文员 2 本科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财务管理、文秘 3K-5k

招投标专员 2 本科
旅游管理、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广

告学
5k-8k

57 安徽皖通邮电股份有限公司

【出身名门】中兴通讯产品类子公司，通信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的专业通信设备及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资深专业】研发团队源自

中兴，继承中兴通讯二十余载的网络技术积累，紧跟技术前沿，持续为
客户提供专业、创新的产品及方案。【全面专注】产品覆盖ICT园区、政

企专线接入、SD-WAN、信创等多个领域，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网络
服务。【名列前茅】路由器和分组专线接入产品在国内接入市场稳居前

列，为国内外海量客户提供全面的互联方案。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2 计算机、通信、电子、自动化相关专业 11K-15K

陈经理 0551-6610971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阳北路334号

软件测试工程师 1 负责软件测试验证、自动化测试用例开发 11K-15K

58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600）是一家以国际化视野
、按国际化标准运营的全球分析仪器专业供应商，主导产品涵盖色谱、

光谱、质谱类分析仪器。皖仪科技按照国际化标准组建世界级产品研发
平台，构建高品质、高标准、持续创新、全球同步的产品研发体系，并

于2012年1月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坚持“完美产品”的制造

理念，整合全球领先的制造资源，器件采购全球化，生产制造社会化，
为客户提供国际品质的产品。皖仪科技以国际化的视野进行管理和运

营，在集成产品开发（IPD）、集成供应链（ISC）、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深刻变革，建立了基于IT的管理体系，积

极适应国际竞争。

产品部-仪器研发工程

师
4 硕士

精密仪器、物理、光学、电子、微电子、

机械、化学、生物医学、自动化、控制科
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10k以上

杨凯 13611656023
zhaopin1@wayeal.co

m.cn
安徽省高新区文曲路8号

产品部-产品工程师 20 本科
精密仪器、声学、物理、光学、电子、控

制科学与工程、化学、自动化、环境工程
、生物学、生物医学、分子生物

8k-10k

产品部-应用工程师 2 本科
化学、物理、水利工程、自动化、电子、

生物学、生物医学、血液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等相关专业

8k-10k

产品部-调试工程师 3 本科
化学、机电、机械、电子、物理、光学、

自动化、仪器等相关专业
8k-10k

硬件部-硬件工程师 2 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

8k-10k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相关专业

硬件部-FPGA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通信等相关专业 8k-10k

软件部-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

信息管理、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相关专
8k-10k

软件部-软件测试工程

师
2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

信息管理、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相关专
5k-8k

软件部-软件产品经理 4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

信息管理、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工科
8k-10k

结构部-机械工程师 4 硕士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仪器仪

表相关专业
8k-10k

59 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成立于合肥，是从事创新药
、改良型新药和仿制药药学开发到临床研究的全流程一站式 CRO 服务平

台。深耕专业领域数十载，专注研发，助力安全有效的医药类产品守护
人类健康。 

CRA 10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徐可可 15222910780 job2018@ahwbyy.cn

CRC 10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CTA 5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医学支持 5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 8000-10000

药物分析研究员 10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药物制剂研究员 10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生物样本分析员 5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方法开发员 5 本科及以上 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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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成立于合肥，是从事创新药
、改良型新药和仿制药药学开发到临床研究的全流程一站式 CRO 服务平

台。深耕专业领域数十载，专注研发，助力安全有效的医药类产品守护
人类健康。 

统计分析员 5 本科及以上 医学、药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徐可可 15222910780 job2018@ahwbyy.cn

数据管理员 5 本科及以上 医学、药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SAS程序员 5 本科及以上 医学、药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6000-8000

60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150），自1999年创立至

今，致力于磁塑材料在白色家电领域内的创新应用，主要产品包括冰箱
门封、吸塑产品、组件部装产品和注塑产品等，其中冰箱门封条在规模

品质、产业链布局、研发实力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2020年12月，万朗
磁塑“冰箱门密封条”被国家工信部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认定为“制

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21年-2023年）”。公司秉持“贴近客户、快速反
应”的理念，在各大冰箱生产基地就近设厂。我们已在国内22个城市设

立31家子分公司，在国外4个国家设立6家子分公司，构建出服务全球家
电制造的快速反应网络，是海尔、美的、海信、长虹美菱、TCL、格力以

及伊莱克斯、惠而浦、LG、三星、松下、西门子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重
要供应商。

希望之星

本科

机械类、机电类、电气类、自动化类、材

料类、化工类、物流类、工业工程、计算
机类、管理类相关专业等优先

10000-15000

梁先生 18326925005 jiale@higasket.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678号。 

江苏、广东、西南、湖北、海外等
地分子公司

会计 2 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等 4000-6000

品质管理 2
高分子材料、材料化学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等理工专业
4000-6000

生产管理 5 机械、工业工程、物流工程等理工专业 4000-6000

设备管理 5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等理工类专业 
4000-6000

营销管理 3 专业不限 4000-6000

61 合肥培恩电器有限公司

培恩电器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厨房电器制造企业。培恩

成立于2015年，是专业的厨房电器品牌和厨房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公司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现代化科技工业园。公司产品集群涵盖集成灶

、烤箱、蒸箱、消毒柜、等多款产品。

市场营销 50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气质佳，具有良好的口头表

达能力，亲和力强；年轻、有想法，具备
富有激情、能够抗压、善于学习、长期稳

定的个人特质，愿意挑战高薪

8-10K 李经理 18555501300
合肥市长丰县淮南北路与润河路交
口

62 合肥荣事达太阳能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太阳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座落于安徽省合肥市双凤
经济开发区荣事达集团第六工业园内。是专业从事太阳能光热、太阳能

光电、空气源热泵、生物质能等高新环保节能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推广经理 30 大专及以上 对销售工作有较高的热情；能适应出差。 3000-8000

曾女士 13955315121 1465765814@qq.com
合肥市双凤开发区荣事达第六工业

园

实验室实习生 10 大专及以上 机械、制冷、电气类相关专业 4000-8000

平面设计 2 大专及以上

熟练掌握PS、CDR、AI等平面设计软件，
有手绘基础加分、会视频剪辑加分、有摄

影基础加分、有一定H5制作水平加分；广

告、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

5000-7000

63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 目前已经A股上市，股票代

码【301129】。公司致力于供热核心产品/设备的智能化研究与应用、全
信息计量数据生产与管理、大数据体系构建、智慧化平台服务和AI智能

数据应用服务，是国内领先的一站式城市智慧供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目前已为中国前几大热力和几百家供热企业提供了产品和技术服务。

瑞纳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下辖四家全资公司，现
有员工六百余人。

硬件测试员（研发岗
位）

5 本科
电子、电气、自动化、通信相关专业，有
无经验皆可，应届生可培养

4000-5000 臧主管 15755502374 zangao123@qq.com 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瑞纳智能

64 安徽人和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人和数智科技有限公司（RHMR）成立于2012年10月15日，是人和集

团旗下子公司。公司专注于电话访问调查，涉及类型有政府社情民意调
查；房产、汽车、运营商等满意度调研；行业调研；数据统计；数据分

析。

物流接听专员 15 大专及以上 18-32岁，普通话流利 4000-8000+ 孙主管 15055113333
安徽省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区人和
产业城111栋1楼

65 安徽省尚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尚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7日，坐落于安徽省合

肥市双凤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40亩，建筑面积8000平方，注册资本
1600万元，是一家专注于汽车检具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200人，其中检具设计人员60人，尚展产品覆盖冲压单件检

具、焊接总成检具、开口检具、总装匹配验证检具、整车检具、测量支
架、MEISTERBOCK等各类汽车检测工装。

机械设计学员 10 本科
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应届毕

业生。
5000-7000 高珍 0551-66391072 合肥市双凤开发区金福路22号

66 安徽中科都菱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都菱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制冷为核心技术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医用冰箱、超低温冰箱、深低温

冰箱、冷库、定制商用冰箱，工业制冷设备以及冷链物流装备等领域的
相关产品。

区域经理 4 本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国际贸易、机械类优先（有志

于销售行业的专业不限）；此岗位派驻全
国各省会城市，不能接受者勿投递

基本工资：6000-
8000元/月；提

成：5000-40000
之间

吴先生 18095656153 wug@zkduling.com 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区

67 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金5.75亿元，坐落
于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工业园区，是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第三代功率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晶体生长、衬底片、外延片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同时，也是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衬底片领军
企业。

公司全力布局碳化硅产业，积极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加强关
键技术研发和应用，致力于打造“晶体生长设备——衬底——外延”一

体化产业链、提高碳化硅沉底材料的国产化率、实现进口替代，突破我
国宽禁带半导体行业瓶颈，为推动我国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产业发展做出

贡献。

加工技术员 15 大专及以上
材料、化学、物理类及机电、机械等相关
专业

5-7K

阙女士 18805606844
xlque@hfroshowsemi

.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工业园双

凤路598号

设备运营员 10 大专及以上 三班两倒工作制，上四休二，再月休三天 4.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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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金5.75亿元，坐落

于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工业园区，是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第三代功率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晶体生长、衬底片、外延片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同时，也是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衬底片领军
企业。

公司全力布局碳化硅产业，积极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加强关
键技术研发和应用，致力于打造“晶体生长设备——衬底——外延”一

体化产业链、提高碳化硅沉底材料的国产化率、实现进口替代，突破我
国宽禁带半导体行业瓶颈，为推动我国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产业发展做出

贡献。

检测员 3 大专及以上
理科类专业为佳；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

强的office办公软件运用能力及数据统计
能力

5-7K

阙女士 18805606844
xlque@hfroshowsemi

.com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工业园双

凤路598号

水电气维保技术员 2 大专及以上
理工科类专业为佳；至少2年以上高压、

低压电工或空调水暖等相关工作经验；有
高低压电工证

5-7K

68 合肥久联制药有限公司

合肥久联制药有限公司，公司位于合肥市城北双凤工业园区。始建于

1989年8月，其前身为合肥第五制药厂，原隶属于安徽省医药工业公司，
是安徽省重点普药生产基地之一。公司的业务以安徽为基地，并向全国

发展，且在国内构建了良好的销售网络和多种技术合作项目。公司自成
立以来，本着“专心、专业、专致”的态度，以市场为导向，以健康为

导向，以产品销售为导向，为老百姓的健康做久联应做的贡献。

久联制药严格执行GMP的要求，公司以品质兴厂，注重人才与技术的引进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高质量产品、高信誉度服务积极拓展市场，扩

大份额，努力把久联制药打造成全国知名企业。

QA 2 本科 药学、化工及相关专业 4000-6000

汪女士 17333203598 1094429858@qq.com
合肥市双凤经开区北城万达广场向
北200米合肥久联制药有限公司

QC 1 本科 药学、化工及相关专业 4000-6000

69 合肥市丽红塑胶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市丽红塑胶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长丰县下塘工业园纬五路，现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专业从事于色母粒，填充母

料及改性注塑材料的高端研发及生产。公司客户为美的洗衣机、无锡小
天鹅、韩上电器、江淮汽车等家电汽车行业。

研发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高分子专业 6000

付俊海 18919625902 1982281633@Qqq.com
合肥市长丰县下塘下塘工业园纬五

路

配色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高分子专业 8000

70 安徽广银铝业有限公司
安徽广银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是广西投资集团（世界500强
企业）旗下二级管控平台广西广投银海铝业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坐落

于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重工业园区，总投资45亿元人民币。

机电维修技术员 4 专科及以上 机电、自动化专业 5000+

陈经理 17854116949
合肥市长丰县下塘工业园安徽广银
铝业产业园研发技术员 4 专科及以上 材料、化学、自动化专业 5000-7000+

挤压车间机手、班长 4 专科及以上 机电、自动化专业 7000+

71 安徽禾美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禾美环保集团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咨询、施工、

运营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主要业务范围涵盖环水保咨询、设计、
施工；环保设备研发与生产；在线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新能源投资、开

发与建设；智能技术研究及开发，信息化建设与服务，智慧系统集成与
服务；水环境治理；土壤及生态修复与效果评估；林业调查、设计及规

划；低碳咨询，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节能管
理；森林固碳；环境、食品检测及设备研发、生产等多方面业务为一体

的综合型企业。

管培生 30 本科及以上
环境科学、环保工程、化学、林业等相关
专业

4000-6000元

/月，依据实习岗
位、个人能力不

同，薪资标准不
同

操先生 18055688099 359373704@qq.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68号
科技实业园D19栋禾美集团

72 安徽配隆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环保监测仪器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环境大数据解决

方案的设计、开发、建造。现拥有一支专业的研发人才队伍，涵盖化学
、电子、电气、软件等行业优秀人才，具有完善的技术开发、质量管理

、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现已形成包含水、气、声、土
壤、辐射污染源等在内的全环境监测仪器设备近50款以及智慧环保、智

慧水务、智慧流域、智慧园区、大气趋势化、河湖长制、污染源溯源分
析等完善的环境大数据解决方案。

公司将本着“务实、专注、专业、有效”的核心企业文化，秉承为顾客
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效益的企业使命，坚持走专业化的发展路线，以

生态环境建设为己任，致力于提供优质的“便捷、快速、低成本、免维
护”的产品+服务，为行业用户提供优质的定制化整体解决方案！努力成

为我国环境监测行业“轻便+定制化”领域的引领者。

销售 3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底薪4000 崔金萍 15395252886 1906572857@qq.com
合肥蜀山区振兴路1499号联东U谷
1——03，安徽配隆天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73 安徽亚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亚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现拥有国家“环境工程

（废水）专项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国家“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生
活污水甲级、工业废水甲级）”资质、“环境工程施工二级”资质以及

多项国家专利和专有技术，属于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承建了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处理及回用工程等数百项环境工程，现同时在运营项目100余项。

污水处理储备干部 10 本科 环境工程或给排水专业

3500-6000 张茂俊 18019984260 402633675@qq.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二期F6栋3

层

市场专员 2 本科 环境工程或给排水或市场营销类专业

工艺设计助理 2 本科 环境工程或给排水专业

项目经理助理 2 本科 环境工程或给排水专业

74 安徽显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显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22日，注册地址:安徽省合

肥市蜀山区蜀山新产业园湖光路1号1-1001，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人民
币，公司现有员工74人，其中注册建造师10人，注册结构师1人，注册环

评工程师3人，注册咨询师2人。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12人。公司营业
范围：承接环保工程、市政工程、机电工程、生态工程的设计、施工、

运营；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土壤污染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价、治
理与修复；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环保竣工验收；环境现状评估；排污口

论证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环境检测等业务。公司坚守“创新求先、诚
信久远”的价值观，秉承“科学管理、创新经营、合作共赢”的经营理

念，以及 “管理靠制度、办事讲原则、工作按程序”的管理理念，采用
“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保证人尽其才”的用人观，走产、学、研相结

合的企改捷径之路。

环保工程设计人员 2 本科及以上 环境工程、给排水 5000-10000

赵兰荣 18056035337 1146571228@qq.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产业园湖光
路1号

市场专员 2 本科及以上 环境工程及相近专业 4000-6000

环评技术人员 3 本科及以上 环境工程 6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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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安徽国信环境保护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国信环境保护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业

务涉及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环保设施运营、环
保管家服务（环境医院）；项目工程咨询、节能评估；安全评价、职业

卫生评价等领域。
我院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单位，安徽省环保产业协会理事单位，安

徽省清洁生产审核资格单位，合肥市土木建筑协会理事单位，安徽省工
程咨询协会会员单位，安徽省节能协会单位；是一家以为客户提供高端

的环境咨询服务、现代化的环境风险管理、先进的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
保护关键技术以及工程研发方案为主的综合性环保产业骨干企业。

2019年我院联合合肥市环境工程研究院、合肥学院成立了合大-国信环境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为安徽省内环境治理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实践研究起

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我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期待

您的加入，共谱国信腾飞新篇章！

水保技术人员 2 本科及以上
水利、水土保持、水资源环境、水生态修
复等相关专业

面议

方经理 13705609992 516605466@qq.com
合肥市政务区齐云山路蔚蓝商务港C

座12楼

环境评价技术人员 4 本科及以上
环境、水利、水土保持、水资源环境、水
生态修复等相关专业

面议

76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水三立）创建于1999年，总部

位于安徽合肥，员工400余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是国内
领先的智慧水利（务）自动化与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南水北调

工程最大的信息与自动化技术供应商。公司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设立
客户服务中心和运营维护中心，获得多项国家水利行业最高荣誉奖项。

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正在申报IPO。
公司专注水利行业20多年，经过多年不断的技术创新，围绕水行业智慧

化建设，充分利用市场平台，整合业内优势资源，提供集透彻感知、大
数据云平台、智能调度运行管理等的整体综合解决方案，并广泛应用于

保障水安全、高效水资源、智慧水环境、和谐水生态、水运大数据等幸
福河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绿色水运、青山绿水生态发展等领域。

解决方案工程师 5 硕士

水文水资源、环境工程等，熟悉软件信息

化项目开发过程的基础知识，掌握WORD、
EXCEL、PPT、Visio、思维导图、Axure等

办公软件；了解常用数据库如SQL、
ORACLE，了解常用测试工具；能适应短期

出差

8000-10000

朱惠娟 19955146863
xzrsb1999@sunnyhf.

com
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稻香路1号

售前技术支持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电气自动化、环境工程、水文水

资源等，掌握word、CAD等软件，能够承
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可适应短期出差

6000-10000

应用软件/系统设计工
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具备非标自动化电气设计经
验，或熟悉PLC编程,熟悉PLC编程应用(西

门子、施耐德、GE等)

5000-10000

软件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一本）及以上

计算机、网络工程相关专业，有一定的开

发技术，熟悉浏览器的兼容调试技巧，熟
悉前端构建工具webpack/gulp，至少掌握

sass（scss）/less等css预编译语言中的
一种

8000-12000

77 安徽辉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辉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辉采集团”）于2002年成立，注

册资金2.8亿，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蓬路2809号辉采科技园，是央
企华润集团入股战略合作单位。

辉采集团主营业务为照明集成及智慧城市两大领域。辉采立足于照明集
成，面向智慧城市，涵盖照明工程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行业

解决方案服务、智慧路灯、LED显示屏安装等业务。依托物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模式，在智慧城市、城市生命线等领域业务深耕

细作。
辉采集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软件开发CMMI三级、照明工程设计

专项甲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三级等

资质。公司成立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省级等20余项企业荣誉，拥有100
多项自主研发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

辉采集团在2018年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
学申报成立了安徽省智慧城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安徽省唯一一家经

省政府批准的智慧城市领域省级科研平台。公司汇聚安建大科研创新团
队，拥有信息技术、通信、自动化、建筑智能化、计算机控制技术等专

业20多位高阶科研人员，其中教授级7名、副高级11名、博士以上学历14
名。集团拥有城市精细化管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筑健康监测与灾害预

防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建筑能效控制欲评估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智能建筑与建筑节能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和安徽省智慧城市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等五个创新平台。现与宿州、六安、黄山、巢湖等市、地区

进行了深入的合作，将智慧城市平台深入应用到城市管理中，提升城市

项目管理 10 本科
机电、物联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
木、自动化、通信、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5-6k

陈卫坦 15720570827 1503861344@qq.com
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蓬路
2809号

设计助理 3 本科及以上
动画(动画艺术)，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照明艺术等相关专业

5-6k

销售助理 5 本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电子、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面议

解决方案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安全工程 硕博面议

软件开发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地理信息、遥感 5-6k

78 合肥英特灵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英特灵达是以智能光学影像为核心技术的硬科技公司，在合肥、深圳、

北京等地设有研发机构。公司结合国际领先的光学成像与视觉AI技术，
突破了通用相机的光学成像极限，解决了光学相机在低光照场景下的高

质量彩色视频成像问题，建立了从软件授权、核心板、到芯片设计的全
系列产品体系，产品可广泛用于车载、工业、交通、安防、手机、无人

机等行业，合作伙伴包括头部手机客户、华为等。公司研发实力雄厚，
创立3年来累计获亿元投资。创始团队包括前名古屋大学教授、东京大学

教授，团队成员包括多位中科大、浙大博士，及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
国内名校与日本美国名校海归校友。

初级算法工程师(应届) 若干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通信等理工科相关专业 9-15K 

张兰男 18955166057
zhanglannan@intell

indust.com

合肥市蜀山区经济开发区电商园四

期D栋人工智能大楼15层1502室

实习算法工程师 若干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通信等理工科相关专业
3.5-4.5K 

(可提供住宿)

79 安徽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朴检测是土壤和地下水检测行业的领航者；

实朴检测是一家环境、农产品、食品、消费品、职业卫生等与人类健康
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

实朴检测在津晋冀、江浙沪皖、云粤川有实验室，在京鲁渝辽鄂有业务
点，检测服务能力辐射全国；

实朴检测于2022年1月28日成功上市，将继续深耕细作，开拓新区域和新

业务。
欢迎爱挑战的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公司福利：五险一金、餐补车补、定期体检、带薪年假、员工旅游、员

工培训、节日福利......
公司官网：www.sepchina.cn

业务专员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环境、化学、食品等相关专业，市场营销

等相关专业
5-7K

邓溪 18855974336
xi.deng@sepchina.c

n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电子产业园三

期3号楼F/G区6楼

大客户专员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环境、化学、食品等相关专业，市场营销
等相关专业

5-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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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安徽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朴检测是土壤和地下水检测行业的领航者；
实朴检测是一家环境、农产品、食品、消费品、职业卫生等与人类健康

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
实朴检测在津晋冀、江浙沪皖、云粤川有实验室，在京鲁渝辽鄂有业务

点，检测服务能力辐射全国；
实朴检测于2022年1月28日成功上市，将继续深耕细作，开拓新区域和新

业务。
欢迎爱挑战的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公司福利：五险一金、餐补车补、定期体检、带薪年假、员工旅游、员

工培训、节日福利......
公司官网：www.sepchina.cn

检测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化学、食品等相关专业 4-6K 邓溪 18855974336
xi.deng@sepchina.c

n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电子产业园三

期3号楼F/G区6楼

采样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学历
环境、化学、食品等相关专业，工作地
点：杭州

4-6K

收样派工/

报告编制技术员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化学、食品等相关专业

80 合肥德通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

合肥德通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动车
电器零部件生产及销售、研发为一体的高科技生产型企业。公司致力于

电动车发展，特别是电动工程车辆的研究。叉车加速器及手柄的市场占
有率全国领先。同时代理以下相关产品：美国CURTIS电机控制器及仪表

、意大利FAAM蓄电池、DC/DC转换器、德国SIBA熔断器（用于电动车辆及
电力系统中）、英国ALBRIGHT接触器及世界美日等名企的电器插件等。

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1

、熟悉单片机外围电路原理及常见应用，
能配合硬件工程师进行底层驱动软件调

试；2、具有丰富的硬件和软件调试经
验，有良好的、规范的编程和文档编写习

惯；3、熟悉软件技术文档的编写，具备
良好的文档编制习惯和代码书写规范（C

语言，汇编语言）；4、具有较强的逻辑
分析能力，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6-12K

何又冰 18655172337
合肥市肥西县繁华大道与文山路交
口工投 立恒工业广场B-4

硬件工程师 2 本科

电子、自动化、通讯或相关专业，1、精

通电子电路设计软件（如PROTEL等）；2
、熟练掌握数字、模拟电路，具有集成电

路相关知识，了解多种芯片和电子元器件
规格，并能独立完成应用项目的规划，外

围电路的设计，程式的编写，生产时的技
术支持工作；3、熟悉电子产品安规和EMC

、EMI设计要求；4、熟悉STM32、C51、
PIC系统的硬件设计者优先。5、具备良好

的团队合作意识，有较强的解决问题能力
和优秀的沟通技巧。 

6-12K

结构工程师 3 本科

机械类，机电类，1、熟悉掌握二维、三

维设计工具(CAD)；2、能独立完成机械部
件的设计与生产指导，熟悉机械设计手册

与相关标准；3、具有一定的电气专业基
础知识；4、较强空间思维想象能力，工

作责任心强，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
能力。

5-8K

技术员 2 本科

电子、电气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1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及绘图软件；了解电
子电气相关知识；2、工作积极主动，身

体健康；沟通协调能力较好

5-8K

81 安徽宾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宾肯股份十六年来致力于创造健康的空气环境，为各类人群和建筑提供

全面的健康呼吸解决方案。从国际化的会议中心到五星级酒店，从高科
技的写字楼到智能化别墅，从人头攒动的机场、车站到熙熙攘攘的医

院，从学校到家庭。宾肯在为更多的人创造自在呼吸的价值。
我们一直在进步，宾肯科技牵头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中唯一室

内空气污染控制技术与装备的专项，携手北航、中科院、上海交大、浙
大、东北大学、上海建研院研发更新的空气净化技术，布局未来人工环

境中空气健康的解决方案。为冬奥场馆造“肺”，创新技术护航空气质
量。我们期待一个爱环境，爱健康的你，爱奋斗，爱挑战的你，加入我

们！社保五险、供员工宿舍（2-4人间独卫，配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宽
带）、工作餐、节日福利、春节奖金、婚嫁礼金、带薪年假等福利。

技术支持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建环/暖通专业，熟练使用CAD和办公软
件；对招投标和项目方案有一定了解

5000-6000

童经理 17775365107
beaconzhaopin@163.

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沁源路688号
（湖光路宝马4S店交口南200米）

助理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机械相关专业，熟练使用CAD和办公软
件；钣金结构有一定了解和工厂实习经验

5000-6000

质检员/技工 5 本科及以上
数控或者质量管理，有一定的工厂实习经
验

4500-6000

服务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理工专业，有一定动手能力；有工厂实习
经验或者项目操作经验

4500-6000

82 安徽中科超安科技有限公司

凤麟核集团主要从事先进核系统研发及核技术交叉应用，其发展历史可

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现有成员~600人，科技骨干中80%具有博士学位，
已成为一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知名国际院士领衔，以国家“973”计划

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和新型产业化机构负责人等
为领军人才，以一批高水平中青年科技人才为骨干的创新团队。凤麟核

以“发展先进核科技，让人类生活更美好”为工作使命，致力于开发以
“凤麟云”智能核科技软件、“中子光”精密核探测装备、“核电宝”

先进核能系统、“麒麟刀”精准放射治疗系统等为代表的“云光宝刀”

系列创新技术。随着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与拓展，凤麟核2022年度诚招
应届毕业生人才200余人，加入我们，一起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核科技

强国努力奋斗。

C++/QT软件开发工程师 10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生

物医学工程
8-15k

宋洁 13685518334
jie.song@fds.org.c

n

合肥市蜀山区新产业园稻香路9号创

业中心4层422室

项目管理专员 5 本科 理工科专业 5-8k

嵌入式硬件/电源研发

工程师
5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
10-15k

算法工程师 10 本科
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

与通信工程
10-15k

83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中国合肥，
专业从事燃油/燃气系统以及新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主营产品有内燃机低压燃油系统、燃气过滤系统、SCR系统、氢
燃料电池进气系统、热管理系统零件。凭借良好的质量和服务，用户遍

布全国以及美国、英国、韩国、印度、伊朗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
市场和用户的广泛认可。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科技创新，引进一批国际先进的自动化

生产线和业内顶尖的试验设备，建立了合肥、北京、底特律3个研发中心
和1个精益化制造基地。培养了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目前公司获得200

余项专利。通过了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安徽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安徽省诚信示范单位、合
肥市节能环保重点产业企业、合肥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合肥市品牌示范

企业、中国内燃机行业排头兵企业、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等荣誉资质。企业研发中心先后被认定为市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实验室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
。

生产管培生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不限 3500-6000

陈晨 13515656787
chenchen@waltechno

logy.com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佛掌路59号

销售工程师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不限，能够接受出差 3500+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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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中国合肥，
专业从事燃油/燃气系统以及新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主营产品有内燃机低压燃油系统、燃气过滤系统、SCR系统、氢
燃料电池进气系统、热管理系统零件。凭借良好的质量和服务，用户遍

布全国以及美国、英国、韩国、印度、伊朗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
市场和用户的广泛认可。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科技创新，引进一批国际先进的自动化

生产线和业内顶尖的试验设备，建立了合肥、北京、底特律3个研发中心
和1个精益化制造基地。培养了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目前公司获得200

余项专利。通过了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安徽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安徽省诚信示范单位、合
肥市节能环保重点产业企业、合肥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合肥市品牌示范

企业、中国内燃机行业排头兵企业、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等荣誉资质。企业研发中心先后被认定为市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实验室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
。

驻厂员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不限，能够接受驻外办公 4000-8000

陈晨 13515656787
chenchen@waltechno

logy.com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佛掌路59号

质量工程师 5 本科以上学历 4000-6000

实验员 5 本科以上学历 4000-6000

工艺员 5 本科以上学历 5000-8000

84 安徽赛尔福职业安全健康有限公司

安徽赛尔福职业安全健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地处合肥市蜀山区蜀

峰路558号，是一家专业、公正、独立的第三方安全卫生检测评价服务机
构，是安徽省职业卫生管理部门首批批准的乙级评价机构，专业开展放

射性职业病卫生检测与评价、职业安全卫生检测与评价、培训和污染治
理咨询等工作。

公司目前具有各类技术人员52余人，其中正高职称6人，副高职称2人，
省级安全生产专家3人，市级安全生产专家4人。具有工作场所、放射防

护与性能检测、个人剂量检测、公共场所卫生等方面检测与分析仪器近
200多台（套），实验室早在2011年通过计量认证，目前是安徽最大专门

从事各类公共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之一，可以开展各行业的职业病危害
检测与评价、公共场所卫生检测与评价、医疗机构放射项目检测与评价

等技术服务工作。是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安徽安全生产协会、安徽
职业卫生协会等成员单位，并与部分国家职业卫生重点实验室、多所知

名大学、科研单位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资质覆盖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等数个行业，

服务客户有中石化、中电力、中盐、中电子、BOE、JAC、奇瑞、合力、
联合利华、可口可乐、日立等著名企业，放射卫生服务客户有合肥市第

二人民医院、安徽省省直机关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霍邱县第二人民医
院、寿县县医院、济民肿瘤医院、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社会口碑良

好。公司本着“科学、公正、准确、诚信”服务理念和“创一流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宗旨，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创新进取的理念，精

职业卫生评价师 5 本科及硕士

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安全工

程等，从事职业卫生、环境卫生、放射卫
生

6K-10K、五险一
金、双休、节假

日、节日礼品、
旅游

盛红 13399691548 1901372645@qq.com
合肥蜀山区新产业园融智科技园3号

楼15层

职业卫生、环境卫生检

测采样员
5 本科及以上

环境工程、安全工程、水利工程、环境科

学等
K-8K、五险一金、双休、节假日、节 、旅

实验室分析师 3 本科及以上 应用化学、生态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类4K-7K、五险一金、双休、节假日、节 、旅

85 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于1992年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

所全资创办，国家二级保密单位，专注于军用和民用电源类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早在1996年就通过ISO 质量认证、军方质量体系认证，

凭借扎实的发展，现在的华耀已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安徽省智能供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产学研示范企业、国

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安徽省自主创新品牌示范企业、合肥市电源电
子工程技术中心。

华耀拥有合肥、上海两大研发基地，相继成立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
站，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等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拥

有强大的研发及生产能力、标准化生产厂房、标准化作业流程和PLM/ERP
管理体系，具有国家第三方监测资格的实验室。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华耀积累了丰富的电源行业经验，所生产的电源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控
制、国防安全、LED照明、新能源汽车、医疗、轨道交通等领域，产品销

往美国、欧洲、澳洲等世界各地，并与多个世界500强公司结成优质合作
伙伴关系，品牌和产品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未来，华耀将一如既往的秉承“协作、创造、卓越”的核心价值观致力
于打造国际化专业电源品牌和成为国际能源电子专家。

助理电源研发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电气类相关专业 6000-8000

王燕 13605517255 ecuhr@ecu.com.cn
合肥市蜀山区淠河路88号华东电子
工程研究所

测试工程师 5 本科 自动化、电气类相关专业 5000-7000

结构设计 2 本科及以上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6000-8000

质量工程师 2 本科 自动化、电气类相关专业 6000-8000

86 安徽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置业分公司

安徽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金4.2亿元，隶属于中国电信集团。安徽通信服务置业公司是

安徽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物业管理和资产运营企业，前身
系1996年成立的安徽省鑫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安徽省首家取得国家

一级物业资质的物业企业，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安徽省
物业管理协会和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单位。

人资主管 2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优先，党员 6000-8000

陈砚豪 18895697919 975191448@qq.com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西路天王巷4号业务主管 2 本科及以上 管理类、经济类相关专业 4000-8000

设备主管 2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 4000-8000

87 安徽中科光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光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0月，注册资本1200.14万元，
座落于三水之都—“巢湖”之滨的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科创小镇1号3#楼

。公司核心技术源于中科大衍射光学元件精密加工实验室，在光栅研制
方面有三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多项技术成果突破国际封锁和禁运，实现

核心器件和关键设备国产化。是国内唯一有能力提供米量级口径衍射光

栅的制造商，致力于以光栅为核心的光学元件、模组以及离子束刻蚀等
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自成立以来，先后荣获第一

届安徽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大赛一等奖、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
国赛铜奖、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省市赛双料一等奖、全国

赛初创组（新材料）前20强等多项荣誉，此外入选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首批的三家单位之一、2021年第三批合肥

市新材料重点产业企业名录库等。

光学研发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学

历
光学、光信息、激光、物理类相关专业

本科：年薪9万+          

硕士：年薪13万+

陈燕燕 19156519895 hr@zokgrating.com 合肥市长临河科创小镇3号楼

激光研发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学

历
光学、光信息、激光、物理类相关专业

本科：年薪9万+          

硕士：年薪13万+

电气研发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类等相

关专业
本科：年薪9万+          
硕士：年薪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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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安徽中科光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光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0月，注册资本1200.14万元，

座落于三水之都—“巢湖”之滨的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科创小镇1号3#楼
。公司核心技术源于中科大衍射光学元件精密加工实验室，在光栅研制

方面有三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多项技术成果突破国际封锁和禁运，实现
核心器件和关键设备国产化。是国内唯一有能力提供米量级口径衍射光

栅的制造商，致力于以光栅为核心的光学元件、模组以及离子束刻蚀等
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自成立以来，先后荣获第一

届安徽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大赛一等奖、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
国赛铜奖、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省市赛双料一等奖、全国

赛初创组（新材料）前20强等多项荣誉，此外入选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首批的三家单位之一、2021年第三批合肥

市新材料重点产业企业名录库等。

机械研发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机电、测控、仪器仪表、自动控制等相关

专业

本科：年薪9万+          

硕士：年薪13万+

陈燕燕 19156519895 hr@zokgrating.com 合肥市长临河科创小镇3号楼科研助理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光学材料/市场营销/统计学专业

本科：年薪9万+          
硕士：年薪13万+

光学工艺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材料、光学、激光类相关专业 本科：年薪9万+

行政主管 1
本科及以上学

历
行政管理、经济管理

本科：年薪7.59

万+ 
硕士：年薪9.5万

+

品质主管 1
本科及以上学

历
光学材料、质量管理

本科：年薪7.59

万+ 
硕士：年薪9.5万

+

88 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岗 20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

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
8000-15000

张经理 0551-63858809 343347854@qq.com 安徽省合肥市玉兰大道43号管理岗 10 本科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电气工程、财务

、会计类等相关专业
6000-12000

营销岗 20 本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类、粮食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及其他

5000-10000

89 网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网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连续11年荣获“安徽企业最佳雇主”2021年荣获

合肥市重点企业称号，2021年荣获合肥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安徽省广
告协会副会长单位，合肥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会员单位，网新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是百度在安徽区域的营销服务中心，20年来致力于为企事业单位
提供以百度推广为核心的网络营销服务。近年来加快与国内顶尖供应商

的合作，为省内企业带来诸多顶尖营销产品，如:明星演唱会，高端酒水
类营销等。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线上营销为主，辅以线下大流量平台，线

上线下结合的营销解决方案，极大的提升了安徽企业的营销水平。经过
2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安徽省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企业，集团目前拥

有15家分公司，业务覆盖安徽全省各地市并深度布局济南，上海，服务
数万家企业。2020年即便在疫情影响下，公司业绩依然保持较高发展速

度，2021年公司年营收突破20亿。集团目前拥有1100名员工，其中本科
学历占比85%以上。

百度营销顾问 10 本科 不限 6-8k

臧雅丽 18256513225 erica@ibw.cn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国轩凯旋大厦
11F

百度sem优化师 15 本科 新闻类专业优先 5-7k

人事专员 2 本科 不限 5k

90 安徽华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11日，座落在风景秀丽、交
通便捷的国家级合肥市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系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单位、中国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全国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单位，2015年荣获安徽省名牌产品，2016年荣获安徽省著名

商标，2018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获得安徽省专精特新，
2021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我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生物降

解塑料包装袋及连卷袋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通过中国环境保护标志
产品认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  ISO9001：2008、ISO14001：2004、

OHSAS18001:2007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秉承“至诚守信、追求卓越”的经

营理念，以其优质、安全、环保、稳定的品质及卓越的性价比竞争优势
深受客户信赖，产品遍布全国。

技术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高分子材料、化工、工业工程等相关专业

1、沟通能力佳
2、要求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技术钻研精

神，积极主动，责任心强。

6000-8000

陈荣 15256981176 1074782465@qq.com 合肥市蜀山区湖光东路1169号
检验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理工科类相关专业，勤奋敬业、做事细心
、责任心强

6000-7000

学徒工 5 本科及以上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数控、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

5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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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安徽华境资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境资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生态环境领

域专业咨询、综合管理及服务集成的环保企业，公司位于合安徽省合肥
市蜀山经济开发区振兴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6栋3层，占地1200平方米。

公司秉承“专业专注引领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促建生态文明”的愿景使
命，致力于为政府提供环境政策支撑，为社会提供环境改善服务，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环境解决方案。公司依托环评、规划等前端咨询业务和综
合技术优势，为政府、园区、企业提供菜单式定制类环保服务，是各级

政府科学决策的环保智库，各类综合园区智慧管理的环保管家，国内知
名企业模范经营的环保顾问，在行业内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安徽华境资环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丰富，人才济济，专业技术团队拥
有多名省内环保专家、省市级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专家，多名合肥市重

点产业企业高层次人才以及国家985、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专业背景涵盖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应用化学、水生生物学等。公司取得国家注册环

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资格7人，高级工程师5人，团队工程师从事环境科技
咨询及环保管理工作8-20年，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和团队带领经验

。安徽华境资环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和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环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会员单位，是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员

单位，是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包括：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编制

◆环境保护工程总承包         ◆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评估

◆清洁生产审核              ◆环境保护规划
◆企业环保管家服务

公司始终本着“诚信、服务、质量、共赢”为经营宗旨，致力于打造一
个专业、严瑾的环保咨询专业技术业务团队。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

技术服务水平，为合作单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努力成为值得长期信赖

环评技术人员 4
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及相关专业，1、本
科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

2、参与项目的洽谈，完成项目前期准备
工作；

3、负责项目环评技术咨询的交付工作，
完成项目的交付任务；

4、承担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整体安排
、进度。独立完成报告表（书）编制，带

领团队按工作计划完成项目，保证环评报
告质量；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6、我公司为合肥市重点产业企业名录内

企业，入职我司毕业生三年内享受合肥住
房补贴相关优惠扶持政策。

4K-8K 于丽 15309697680
hjzh@hjre-
china.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振兴
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6栋3层301室

92 企迈科技有限公司

企迈科技创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商家私域用户数字运营的SaaS服
务企业，现有人员300余人，80%为技术研发人员。主要通过门店小程序

、全渠道会员系统、聚合外卖、排队取餐、卡券销售等产品服务，为商
家门店提供用户场景+运营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让生意经营更简单。作为

国内领先的商家私域用户数字运营平台，企迈科技业务遍及全国400多个
城市和地区，服务了包含紫燕百味鸡、老娘舅、老乡鸡、奈雪的茶、沪

上阿姨、茶百道、CoCo都可等300多家连锁品牌，24万+线下门店，月交
易额24亿，全面驱动商家线下门店实现数字化转型及业务增长。

资质荣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双软认证企业
·国家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认证

·软件著作权50+件
融资情况

2018年6月，获天使轮融资1000万
2018年12月，获凡创资本A轮融资5000万

2021年8月，获亿元B轮融资，中金资本领投

2021年9月，获顺为资本数千万B+轮融资
2022年1月，获得数千万元B++轮融资

2022年3月,获得数千万美元C轮融资

营销方向管培生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编程/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产品运

营等行业相关专业；1、今年 6 月毕业或
毕业一年内无工作经验； 2、统招本科学

历、具有学士学位证书，GPA≥3； 3、计
算机编程/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产品运营

等行业相关专业；4、在校期间为学生会/
社团内积极分子，有组织统筹学生会/社

团活动经验；5、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
的洞察力、可接受短期出差。

5-8K

项学萌 13339116117 820507501@qq.com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与文曲路交
口创新产业园C1栋10楼

运营方向管培生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编程/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产品运

营等行业相关专业，1、次年 6 月毕业或
毕业一年内无工作经验； 2、统招本科学

历、具有学士学位证书，GPA≥3； 3、计
算机编程/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产品运营

等行业相关专业；4、在校期间为学生会/
社团内积极分子，有组织统筹学生会/社

团活动经验；5、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
的洞察力、可接受短期出差。

5-8K

产研方向管培生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编程/产品设计研发/互联网等行业

相关专业，1、次年 6 月毕业或毕业一年
内无工作经验； 2、统招本科学历、具有

学士学位证书，GPA≥3； 3、计算机编程

/产品设计研发/互联网等行业相关专业；
4、在校期间为学生会/社团内积极分子，

有组织统筹学生会/社团活动经验；5、良
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

5-8K

93 安徽胜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胜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科技”)成立于2002年，总

部设立于安徽合肥，公司专注于电子政务软件领域，是国内领先的“互
联网+政务服务”数字政府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连续多年获得

“安徽省优秀软件企业”和“安徽省优秀软件产品"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并连续多次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专精特新”企业、

合肥市“大数据”企业、入驻“中国声谷”企业、“科技创新基金"等多
项认定和荣誉鼓励。目前员工80%以上的员工为本科学或硕士文凭，拥有

现代化的办公环境，规范的企业章程和严格的技术、财务、售后服务等
管理制度。

公司拥有近200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专业的研发团队以及高效的售后团
队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近二十年来，胜利科技以专注、专业的

态度，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支
撑，以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资深的产品咨询能力，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成功服务于全国超千家政务服务单位，现有业务范围覆盖全国30多
个省区，多年的耕耘和积累，公司建立了整体运行、共享协同、服务集

成的“数字政府业务服务体系，业务覆盖"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
+公共资源交易”、"互联网+监管"、“智慧城市”、 “大数据分析”、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智能化政务大厅”、“无人自助服务"、
“无人审批”、“掌上政务”、“宏观经济大数据分析”等多个条线，

建设了开放的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成上接国
家、下联市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的“数字政府"，致力于打造

信息时代政府管理与服务新模式，为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行业的信

实施工程师 若干 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胜任项目出差需求
5000-8000

吴静 18356073968
合肥市蜀山区振兴路与交口湖光路

自主创新产业基地D栋10F
测试工程师 若干 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胜任项目出差需求

5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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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安徽胜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胜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科技”)成立于2002年，总

部设立于安徽合肥，公司专注于电子政务软件领域，是国内领先的“互
联网+政务服务”数字政府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连续多年获得

“安徽省优秀软件企业”和“安徽省优秀软件产品"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并连续多次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专精特新”企业、

合肥市“大数据”企业、入驻“中国声谷”企业、“科技创新基金"等多
项认定和荣誉鼓励。目前员工80%以上的员工为本科学或硕士文凭，拥有

现代化的办公环境，规范的企业章程和严格的技术、财务、售后服务等
管理制度。

公司拥有近200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专业的研发团队以及高效的售后团
队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近二十年来，胜利科技以专注、专业的

态度，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支
撑，以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资深的产品咨询能力，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成功服务于全国超千家政务服务单位，现有业务范围覆盖全国30多
个省区，多年的耕耘和积累，公司建立了整体运行、共享协同、服务集

成的“数字政府业务服务体系，业务覆盖"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
+公共资源交易”、"互联网+监管"、“智慧城市”、 “大数据分析”、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智能化政务大厅”、“无人自助服务"、
“无人审批”、“掌上政务”、“宏观经济大数据分析”等多个条线，

建设了开放的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成上接国
家、下联市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的“数字政府"，致力于打造

信息时代政府管理与服务新模式，为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行业的信

开发工程师 若干 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胜任项目出差需求
6000-8000

吴静 18356073968
合肥市蜀山区振兴路与交口湖光路
自主创新产业基地D栋10F

94 星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注册资本3500万元。坐落于安徽合肥蜀山区，毗

邻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所，依托国家环境监测工程实验室，致力于环保
设备、仪器仪表、监测设备的研发和污染处理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

的综合性、多元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
工业废气、水、声、土壤检测、在线监测、治理服务及技术服务。拥有

国内最早参与VOCs在线监测仪表研发制造的高科技人才。
公司现有从事环保行业10年以上的各种专业高级技术人员30多名。其中

中科院光学博士、教授多名，先后引进美、德、法、加拿大、瑞士等国
家的先进技术，并与中科院、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滁州学院等国

内外知名环保科研机构和上市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和技术交流，并获得合
作客户的肯定。

本公司主要产品是：环境空气、大气颗粒物、烟气、VOCs在线监测仪器
仪表、工业废气尾气处理设备等等。公司拥有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计量器型具式批准证书、并获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以及专利证

技术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1、熟练运用CAD、OFFIC等办公软件；
2、有相关专业或环保类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
3、性格开朗，有良好的沟通学习能力，

能够快速融入团队。
4、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强，可适应短期

出差

面议 刘慧娴 18269719939 1095216260@QQ.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电子
商务产业园四期环境科技大厦A座六

楼北

95 安徽中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是行业领先的激光气体

监测专家，核心技术基于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技术，自主研发各类气体
浓度检测模块、整机及软硬件系统，目前主要形成了气体泄漏检测、环

境气体检测和工业过程气体检测三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燃气、石油
、化工、水泥、钢铁、煤炭、环保等行业，各类产品性能优异，质量可

靠，深受用户青睐。中科华仪拥有顶尖的技术研发团队， 团队成员具备
多年激光分析仪器研制经验，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研

究开发，在激光光谱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内领先的技
术成果，包括多光束多波长高精度耦合技术和多通道高速采集及浓度自

适应补偿算法等等。公司立足于专业化发展，坚持自主创新，致力于成
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一流科技企业。

机械工程师 4 本科及以上 机械相关 7000-20000

张女士 0551-64669644 zy@sxzkhy.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经济开发区湖

光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二期15号楼4
楼

电子/硬件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子相关 8000-20000

测试、调试技术员 5 本科 电子、机械等 5000-6000

机械装配员 4 本科 机械、机电等理工科专业 5000-6000

96 合肥合源药业有限公司

合肥合源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创新驱动型制药企业，主

要从事创新药物及缓控释制剂的研究开发与生产，目前已建成融信息、
科研、中试、注册和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剂研发平台。公司拥有面积

约14000平米实验室，拥有药品开发和新药成药性评价所需的各类实验仪
器设备，包括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气相色谱仪（GC）、气相色谱

质谱仪（GC-MS）、液相色谱质谱仪（LC-MS/MS）、紫外吸收光谱仪、红
外吸收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热重分析仪、颗粒图像分析仪等大型

分析仪器。公司目前在职员工170余人，本科以上学历占比90%以上。

研发专员（药物合成/
分析/制剂方向）

6 本科以上

药学、药物分析、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药物制剂等相关专业，责任心强，有吃
苦耐劳精神，对试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

并有志于长期发展

6K-9K

刘 芳 17705656043 heyuanlf@126.com 合肥蜀山区甘泉路358号

中试工艺员 6 本科以上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相关

专业，责任心强，有吃苦耐劳精神，对试
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并有志于长期发展

6K-9K

97 合肥科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科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电力电子、物联网平台与工业自动化等

方面的软硬件、自动化设备等，研发生产各种类型、各种规格的智能数
字式避雷器在线监测装置。

硬件工程师 4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仪器仪表、检测技术、电气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
2.负责产品硬件嵌入式开发

3.熟练使用单片机PIC等CPU，精通C语言

5000-7000

许晓东 0551-65336059 3517768269@QQ.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路歌大厦b栋

709

软件工程师 2
本科及本科以

上

1.精通c、c++、c#或者python语言其中的

一种或几种，有较好的数据结构方面的基
础 

2.软件工程、计算机专业

5000-7000

98 合肥市传秀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传秀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围绕指挥中心建设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服务商以及提供政务数据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面向全球提供领

先的商用显示设备、信息发布、无纸化办公系统、分布式整体系统、虚
拟现实系统和音频配套、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等系列化产品

。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沿承深厚的专业技术，坚持资源整合，全面
开放合作，以高品质的产品为核心、高素质的服务为导向，不断创新、

不断超越，引领国内两大行业市场。“客户的满意，我们的责任”，传
秀科技秉承“创新、服务、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客户需求为宗旨，通

过不断的探索、最大限度的为客户提供信息分析管理的最大价值。

软件开发工程师 8 本科及以上学历

1、计算机信息类相关专业；

2、拥有Java基础，熟悉应用程序调优、
JVM调优手段，良好的设计模式与思维；

3、熟悉 Spring，iBatis等常见开发框
架；

4、熟悉MySQL，Redis，对NoSQL存储技术
有一定的了解、熟悉稳定企业级应用系统

架构；

8万-20万/年

王娟 15755109130
wangjuan@ahchuanxi

u.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经济开发区湖

光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三期（南
区）B座13层

前端开发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1、熟悉掌握Web前端开发技能；

2、熟练使用Javascript、CSS、HTML编程
开发，熟悉其标准规范及各浏览器差异

性；
3、了解前端模块化开发、面向对象编程

开发、数据可视化开发。 
4、具备良好理解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8万-15万/年

项目商务助理 6 本科

1、了解系统集成、音视频及智能化、信

息化相关专业知识；
2、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执行力及沟

通协调能力。

8万-15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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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合肥市传秀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传秀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围绕指挥中心建设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服务商以及提供政务数据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面向全球提供领

先的商用显示设备、信息发布、无纸化办公系统、分布式整体系统、虚
拟现实系统和音频配套、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等系列化产品

。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沿承深厚的专业技术，坚持资源整合，全面
开放合作，以高品质的产品为核心、高素质的服务为导向，不断创新、

不断超越，引领国内两大行业市场。“客户的满意，我们的责任”，传
秀科技秉承“创新、服务、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客户需求为宗旨，通

过不断的探索、最大限度的为客户提供信息分析管理的最大价值。

项目经理 5 本科

1、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2、熟悉系统集成、音视频及智能化项、
电子信息划项目相关专业知识；

3、参与政企信息化项目的解决方案及项
目管理等工作；

4、具备良好理解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有较强的沟通及协调能力。

7万-15万/年

王娟 15755109130
wangjuan@ahchuanxi

u.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经济开发区湖

光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三期（南
区）B座13层

99合肥中科环境监测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有限公

2017年12月，合肥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建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实验

室由国家发改委批准成立，是我国大气环境监测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
实验室，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四大研究领域中环境领域建设内容

。作为国家工程实验室唯一产业化基地，合肥中科环境监测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成立，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蜀山区政府与合肥产投集团共同设立，在国家工程实验室平台和中科
院刘文清院士专家团队的支持下，通过产学研密切合作，打通关键技术

工程化-第三方检测和数据服务-行业标准-市场化推广的全链条脉络，开
展生态环境立体监测技术深度研发、系统应用及设备产业化，支撑建设

国家环境质量立体监测网络与污染源立体监测网络，发展生态环境大数
据应用，为区域智慧环保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公司将以“为大气环境立

体监测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高品质的装备支撑和服务”为己任，以“建
成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的产业化公

司”为使命，努力建设成为国际领先的环境监测设备高技术成果辐射基
地，更好地服务生态环境的建设与发展。

光学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岗位职责：1. 激光相关产品光学设计，

系统光学方案设计及关键光学器件设计；
2. 经典光学光学设计，光学模拟理论验

证，光谱成像相关器件设计等；3.参与研
发试制及量产产品的外协跟踪，解决光学

相关工艺质量问题；
岗位要求：1.本科及以上学历，物理或光

学专业；2.熟练使用光学设计仿真软件，
如Zemax、CODEV等；3.从事过可见光，近

红外，激光成像光学设计方案设计，具有
系统设计经验者优先；

6000-8000

金晓川 0551-69020206
jinxiaochuan@hfzk-

env.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经开区湖光路环

境科技大厦19楼

C#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岗位职责： 1.开发和维护公司产品的上

位机维护软件 2.开发和维护公司产品生
产线的自动化工装软件 3.开发和测试主

站软件 
岗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子、

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3年以上
C#、.NET及JAVA开发工具使用经验 3、熟

悉MySQL或SqlServer或Oracle等任一款数

10000-15000

100 合肥中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中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具有抗肿瘤植入剂专业研
发、生产、销售经验的科技创新型公司，拥有专用辅料和植入剂研发平

台作为核心技术。是国内抗肿瘤植入剂新药研发的先行者、亦为临床区

域性缓释化疗研究的组织者。

制剂分析 2 硕士 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英语6级及以上 7k-10k

汪霞 15255630623
15255630623@139.co

m

合肥市蜀山区湖光路1429号，中人

植入剂产业园

生物分析 2 硕士 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英语6级及以上 6k-10k

临床监察 2 本科 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 5k-10k

医学专员 2 本科 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英语6级及以上 5k-8k

QA 5 本科 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 4k-8k

QC 3 本科 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 4k-8k

工艺员 3 本科 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 4k-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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