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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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东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东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8日，座落于国家级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专业生产轧钢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本
4020万元，占地160余亩，现有员工约500人，拥有两个金加工及装配、
热处理、再制造等五个车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发展成为集
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是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企业、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等

管理储备 5 大专及以上
1、机械及材料类相关专业；
2、熟练使用常规办公软件，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责任心强，有志于从事生产管理岗位。

5000-7000
（13薪）

邓女士 0551-63857386 hfdfjnzp@163.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239号

售后服务 5 大专及以上
1、机械类相关专业，熟练使用常规办公软件;
2、通过短期培训能拆装、调试导卫；
3、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能适应长期驻点省外。

6000-8000
（13薪）

2 合肥东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东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在合肥市经开区全资设立的集研
究，开发，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合肥市重点产业企业
。专业设计、制造国际先进的大型高真空卷式镀膜机、高性能薄膜分切
收卷机等相关设备。设备主要应用于电子薄膜、包装薄膜、光学薄膜、
锂离子电池薄膜等相关行业。目前所制造的MCA系列电子薄膜真空卷绕
镀膜设备、MPA系列包装薄膜真空卷绕镀铝设备及DSC、DSL、DSW等系列

电气技术员 10 专科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相关专业

4000+ 朱女士 19965069271 1773985546@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贤路2606号

机械装配工程师 20 专科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相关专业
售后工程师 10 专科及以上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相关专业

机加工工程师
（数控、普车、铣床、
加工中心、磨床）

10 专科及以上 数控、机电一体化技术、模具设计与制作相关专业

3 合肥飞拓服饰有限公司

 合肥飞拓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由李自伟和李自杰兄弟二人
创立，拥有自主服装品牌“盾郎”。
 2015年公司购买厂房和宿舍，搬迁佳海工业园C64-65，拥有4500㎡仓
储办公宿舍面积和1000万的库存资产，截止目前员工规模达到150人。
 2020年成立软件公司，内部自研专业办公ERP软件投入使用，由原来单
一服装生产销售的电商公司转型为孵化店群的电商服务平台。
目前公司以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等多平台和多类目经营，拥有30
多个品牌，天猫品牌店铺30多家，稳步前进，扩大销售，信息化规模不
断扩大，欢迎天下英才加入。

带货主播 10 不限

1.负责抖音平台服装直播带货，负责直播过程中的产品讲解，进行带
货销售；
2.年龄18-35周岁
3.身高1.62米以上，形象好气质佳，身材匀称。

5000-12000
江女士
费女士

17333203707
15255194770

932068206@qq.com
佳海工业园c64栋合肥飞拓服饰
3楼311人事部

4 合肥翡翠湖迎宾馆有限公司

 合肥翡翠湖迎宾馆地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美丽的翡翠湖畔，是由合
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恒控股集团投资兴建的一家集商务、会议、度假于
一体的五星级酒店，属于国有企业性质。
酒店共由7栋贵宾楼组成，占地面积358亩，共4.8万平方米，湖面面积
947亩，客人可以乘船在湖上欣赏美丽的湖景。

餐饮服务员 2 大专 年龄20-45岁，有餐饮工作经验者优先 3500-4500

丁芳 18856029843 1374214033@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容成路1号
前台接待员 2 大专及以上学 年龄20-30岁，身高160cm及以上，形象好、气质佳，有酒店工作经验 3500-4500
应收会计 1 大专及以上学 会计专业，或有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2800-3500

人事、财务综合岗 1 专及以上学历 人事、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4000-5000
餐饮收银预定 1 大专及以上学 有餐饮行业工作经验、对菜品有一定了解 4000-5000

5 合肥佛斯德新材料科技有限科技公司

合肥佛斯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专
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公司座落于巢湖市居巢经开区，占地面积12000平
方。产品用于航空航天、食品、电子、日化、玩具等产品的包装、高新
材料等，固定资产总投资6000万元以上，实现年产年6000吨多层共挤、
复合彩印高阻隔膜及袋的生产销售水平。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注重管
理，重用人才，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拥有先
进的印刷、复合、分切、制袋生产线、高阻隔薄膜生产线，以及共挤薄
膜材料生产线，拥有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整套能力的企业；拥有先进
的检测设备仪器，坚持以“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合作共赢谋发展”强

自媒体客服 2 大专 4000-8000

李佩佩 19956507168
合肥市巢湖市亚父街道向阳南路与旗山路交
叉口向东100米

电商客服 2 大专 4000-6000
电商运营 2 大专 6000-15000
电商主播 3 大专 5000-10000
天猫运营 2 大专 6000-15000
短视频运营 2 大专 6000-15000

管培生 5 大专
1.大专及以上学历，理工科专业背景优先录用；2.熟练使用办公软
件；3.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力及吃苦耐劳性；4.服从工作安排
及可配合工作加班等；

4000-6500

6 合肥港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港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是港荣新时代（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新开发项目之一，地处于庐阳区北二环中心的
明发商业广场B区，占地面积约为3.8万平方米。主要经营化妆品、黄金
珠宝、服装鞋帽、儿童游乐为一体的综合型购物商场，目前是庐阳区北
部的一家大型购物休闲中心。

港荣直播达人 4 不限学历

熟悉服饰或直播经验者优先；良好的形象气质，良好的上镜形象； 思
维敏捷，责任心强，乐观开朗，善于表达和沟通；熟悉直播流程及市
场，善于挖掘消费者心理，创造热点话题，捕捉新鲜信息。不限年
龄，不限学历，只需要你热爱直播行业！有服装或销售从业经验优
先！

6000 阮女士 15209861033
庐阳区四里河路与北二环路交口明发商业广
场港荣百货

7 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国轩高科系中国动力电池产业最早进入资本市场的民族企业，于2015年
5月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02074，拥有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输

储备干部 30 大专 通信、电子、计算机
面议 何女士 17718117919 hepanpan@gotion.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3959号恒创智能
科技园专检 6 大专 不限定

8 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海尔电冰箱在国内共有9个制造基地，13个制造工厂，合肥海尔冰箱是
目前全球冰箱行业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冰箱制造基地。
合肥海尔电冰箱占地500余亩，现有在岗员工3600余人，现有厂房两
座，六条生产线及注塑、门体、前工序三大自制工序。2020年筹建三厂
第七条生产线，拟2021年投产运行。2020年，合肥冰箱总产量突破530
万台，同比增长12%，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2%。合肥海尔电
冰箱生产产品 ，覆盖国内103个工贸，出口亚洲欧洲等多个地区，用户
遍布日本、巴基斯坦、意大利、英国、俄罗斯、法国等17个国家。

班长管理储备
（合肥、上海）

20

大专学历及以
上

1、质量/自动化/电子/机械等相关理工类专业；
2、负责班组内的人员经营；
3、负责班组内的生产问题协同解决；
4、负责物料、生产工具的管理和协同。

6000-10000 孙先生 14740568238 sunh@haier.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与紫云路交叉口
合肥海尔电冰箱

设备操作、维修员
（合肥、上海）

30
1、质量/自动化/电子/机械等相关理工类专业；
2、熟练掌握设备功能和操作方法，能够解决相关设备问题；
3、持有相关证书优先考虑。

产品检验员
（合肥、上海）

30

1、质量/自动化/电子/机械等相关理工类专业；
2、熟悉产品检验流程、能按照公司质量管理制度和检验规范要求开展
检验工作；
3、能够严格执行公司质量控制程序，对不合格品进行处置和跟踪。

9 合肥海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海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位于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区内，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微波、毫米波天线及馈线系统、低慢小目标探测雷
达系列产品的研制和销售，拥有进口加工中心、高速铣、真空焊接炉、
慢丝线切割、三坐标检测中心、矢量网络分析仪、微波暗室等加工、测
试、检测设备。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员 5 大专 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及机械制造等专业

4000 刘女士 13725690075 329524897@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8号民营科技二内

慢丝线切割/
电脉冲操作工员

5 大专 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及机械制造等专业

钳工操作工 5 大专 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及机械制造等专业
检验员 2 大专 机电一体化及机械制造质量检测等专业
焊接 2 大专 焊接专业

10 合肥和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合肥和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
成立于1981年，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员工500多
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中心通过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证。公司是专业的叉车零部件制
造商，是“合力叉车” 配套产品主要生产单位，同时为国内外知名企
业供给配套产品。公司拥有国内行业领先的制造能力，科学应用SAP、
MES、WMS、BPM等信息系统，成功搭建自动化立体库及AGV等智能仓储及

自动化设备操作、产品
装配、设备维护等

4 大专 机电相关专业，机电技术、汽车制造与维护等

面议 杨先生 0551-63681299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36号
自动化工作站操作造、

设备维护管理
4 大专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数控设备操作等 4 大专 数控加工
电器产品装配、
仓库管理等

2 大专 其他专业

11 合肥弘飞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资本200万元整。现拥有合肥望湖美家居力
专卖店（NO.皖A00217）.和 国贸天悦格力旗舰店（NO.皖A00008）。我
公司下属单位:合肥庐阳区空格制冷设备维修部: 格力电器服务站（NO.
皖A80）. 2011年3月起为格力家用空调专业服务网点，格力中央空调专
业服务网点。我公司注重科技、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都经严格的管理
和监控，特别是一流的售后服务。目前本公司共有售后服务车8辆、现
有货物仓库580平米。售后办公120平米。公司团队27人.。我公司在多
年的安装工程实践中，发展成为一支具有高水平的安装、维修队伍。

空调销售业务员 10
负责门店，建材市场，装饰公司，新交付小区客户信息跟踪维护，及
小区活动的开展，男女不限能吃苦， 有相关销售经验；

3200-18000 王经理 15255552828 合肥北二环与淮北路交口桃花社区

格力空调专卖店导购员 4
负责专卖店客户信息维护，小区活动宣传；女性20-40岁，能吃苦，有
一定的销售经验。

售后办公文员 2

负责售后信息处理，厂家信息处理，表格制作，销售及售后数据统计
等，女性20-40岁，能吃苦，中专及以上学历，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优
先录用，熟悉办公室工作流程，熟练运用办公软件，工作细心认真，
有责任心，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暖通中央空调设计师 2
大专及以上学

历
负责暖通CAD图纸设计画图，项目设计报价方案，标书制作等，男女不
限，大专及以上学历，有暖通专业院校毕业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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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肥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有限公司

截至2021 年 3 月，红星美凯龙在全国共经营 430 家家居建材店/商业
街，覆盖全国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09 个城市，商场总经营面
积 2095 万平方米。作为“A+H”双股上市公司，红星美凯龙家居一直
为实现“打造中华民族的世界商业品牌”的企业愿景而不懈努力。把“
用职业创业之激情，让每个生命都变得优秀和卓越”视为公司最高信仰
。
红星美凯龙家居致力于推动整个中国家居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大对
绿色环保品牌的扶持，推动全社会绿色家居，和谐社会的发展。由红星
美凯龙制定的各项行业产品质量与环保标准，已经获得国家认建委的备
案认可。
未来红星美凯龙将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相互赋能，建立无缝衔接

营销专员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1、大专及以上学历，可无工作经验，入职有师傅带教，但要热爱营销
岗位，有成就的欲望。2、思维活跃，有一定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较
强的商业意识。

3800-4000

汪女士
0551-62988667/
13645650570

wang.ming292@chinared .c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与临泉路交叉
口红星美凯龙

家装设计师 3
大专及以上学

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有行业经验者优先，会基本PS,CAD ,酷家乐等软件
。

无责底薪2200及
以上+设计费+提
成上不封顶

家装设计管家 1
大专及以上学

历
1、大专及以上学历，有销售工作经验，积极进取；2、思维活跃，有
一定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无责底薪3000及
以上+提成上不封

白班安保
1、退伍军人优先；无犯罪记录；2、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具有高度的
工作责任心；3、身体状况能够适应本职工作的要求；4、18-30周岁，
175以上，上班时间8:00-18:00

5000-6000

13 合肥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药品研发高科技企业，
位于合肥国家高新区柏堰科技实业园。主要从事新型释药系统（DDS）

药分研究员 2 本科及以上学 药物分析相关专业毕业
6000+ 戴女士 0551-65312033

药物制剂研究员 2 本科及以上学 药物制剂、生物工程相关专业毕业

14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99号
。公司致力于汽车高端饰件、隔音降噪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历经
近20余年的积淀和发展，现已建成省级技术中心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巡机员 5 大专 专业不限 5000-7000

邢先生 19965058906 xing_maofeng@conver.c .c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99号
质检员 10 大专 专业不限 5000-7000
仓管 5 大专 会计相关专业 4000-7000

烫印作业员 30 大专 专业不限 5000-7000
工艺员储备 30 大专 机械或自动化理工类专业 5000-7000

15 合肥江智汽车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合肥江智汽车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是江西智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在合肥成
立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汽车检具、夹具工业设计的科技型企
业。采用当今国内外先进和成熟的设计技术和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创新
、发展、服务为理念可持续发展。
公司成立之初就秉承“客户至上，科技创新”的理念，在全体江智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推陈出新，在本行业领域的研发过程中取得了众多卓
有成效的成绩。公司在总部的领导下，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通
用五菱、吉利汽车、上汽乘用车、福特等国内外知名汽车主机厂合作。

检夹具设计师 4 大专及以上 机械设计专业 8000-12000 沈春香 13365602883 zjmarket2@china-die.c
合肥市新站区新蚌埠路与玉皇山路交口，中
国（合肥）数字创业园 601室

16 合肥金星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金星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是一家专注光谱检测系
统与行业解决方案技术企业，建有“成分检测、温度探测、视觉感知”
等多维感知仪器装备为基底的“智能传感+智能计算+智能控制+智能运
维”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于钢铁、建材、电力、有色、石化等多个国
民经济支柱行业，助力智慧生产、绿色制造。
深耕工业过程检测仪器领域30载，金星智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先后承
担了30余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主持起草地方、行业、国家标准6
项；核心技术与主导产品相继通过“国家重点新产品”、“安徽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安徽工业精品”等认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自动化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等科

产品开发 4 硕士及以上 光学（光学工程）、仪器测控、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 10-20k

杨清玉 18359774289 yangqy@goldstar-china.c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228号

算法开发 2 硕士及以上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类、应用数学、统计等相关专业 12-20k
软件开发 4 本科及以上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系统与管理等相关专业 8-12k
硬件开发 2 本科及以上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电气、测控技术与仪器等电子类 6-10k
机械设计 2 本科及以上 机械设计、自动化、电子信息、仪器仪表相关专业 6-10k

项目实施
5 本科

仪器测控、自动化、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等理工类专业
5-8k

5 大专 4-7k

硬件测试
3 本科

仪器仪表、自动化、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5-8k

3 大专 4-7k
生产人员 3 大专 仪器仪表、自动化、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4-6k

17 合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金域医学（股票代码：603882）总部位于广州，是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
行业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也是一家以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
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业，通过大平台、大网络、大服务、大样本和大数
据，致力于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提供领先的医学诊断信息整合服务，已
成为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市场领先企业。在我国大陆及香港地区

诊断支持代表 20 本科 医学类相关专业 8-10W/年

刘婷婷 15212786772 hf-zhaopin@kingmed.co .c合肥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二期H4栋
市场专员 4 硕士 医学类相关专业 10-15W/年

组织病理医生 2 硕士 临床医学、病理学 10-20W/年
营销培训生 6 硕士 医学检验、临床、预防等相关专业 13-16W/年
检验技术员 10 专科及以上 医学检验、卫生检验与检疫 4-6W/年

18 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经纬电子为苏州春秋集团公司(股票代码：603890)下属全资子公
司,是合肥市政府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也是个人笔记本电脑产品的核心
制造商和供应商。公司于2012年落户合肥市经开区，于2017年完成上市
。作为个人笔记本电脑的核心供应商，经纬电子以先进的模具制造，专
业的产品开发，先后与联想，戴尔，三星等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PM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工程类专业优先，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及其工程设计
软件，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面议

孟先生 15695530537
mengzqjw@jingweiec.c
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3910号

ME/PE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工程类专业优先，了解工艺知识或设备知识或注塑、注塑
工装工艺生产管理知识

面议

ERP开发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懂数据库，会增删查改，知道ERP（金蝶，用友，鼎
捷，SAP等） 

面议

IOT应用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了解.NET、Java开发语言；了解主流数据库和SQL语 面议
成型技术员 5 大专及以上 能吃苦，有在技术员方向长期发展的打算 6-7K
模具设计 3 大专及以上 机械或模具专业，模具设计、机械、数控等专业优先，会CAD,UG绘图

软件
5-6K

模具钳工 10 大专及以上 具备一定的机械制图知识. 对模具结构有基本了解,能看懂模具结构图 5-6K

组立钳工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
机械类相关专业，熟悉装配工艺和相关的质量要求，能看懂3D和2D装
配图纸，具备普通加工设备的操作常识。

面议

机械手调试工程师 1 大专及以上
机器人、电气自动化、信息工程、系统控制工程等机电相关专业，主
要负责机械手（ABB、FANUS）安装及调试、维修工作。

5-7K

19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晶合集成”）成立于2015年5
月，由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台湾力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资建设，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内，是
安徽省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项目计划总投资超千亿元，规划分三
期建设，设计总产能32万片/月。
晶合集成专注于半导体晶圆生产代工服务，致力于为国内提升自主可控
的集成电路制造能力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150-55纳米不同制程工艺，
未来将导入更先进制程技术。截至2021年底，公司已达10万片/月规
模，营收突破50亿元，实现在液晶面板驱动芯片代工领域市占率全球第
一的目标，成为国内第三大晶圆代工厂。
晶合集成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结合平板显示、汽车电子、家用电器、工
业控制、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发展趋势，提供面板驱动芯片、微控
制器(MCU)、CMOS图像传感器(CIS)、电源管理(PMIC)、人工智能物联网
(AIoT)等不同应用领域芯片代工，矢志成为中国最卓越的集成电路专业
制造公司之一。

制程整合工程师 30 硕士
1、2022届应届毕业生，硕士学历，微电子/物理/化学/材料等相关专
业；
2、英语六及以上水平；

13-25万元/年

彭杰 0551-62637000 Jinghehr@nexchip.com.c
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
号

研发工程师 30 硕士
1、2022届应届毕业生，硕士学历，微电子/物理/化学/材料等相关专
业；
2、英语六及以上水平；

18-30万元/年

业务工程师 5 本科
1.工程学学士，商业研究生学位优先；
2.目标导向，积极主动，具备业务开拓能力；
3.意向度良好。

13-20万元/年

设备工程师 60 本科

1、2022届应届生，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制造 、自动化、机电一体
化等相关专业；
2、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
3、需配合公司轮班作业；
4、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13-25万元/年

制程工程师 50 本科

1、2022届应届生，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制造 、自动化、机电一体
化等相关专业；
2、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
3、需配合公司轮班作业；
4、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13-25万元/年

20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知名的物流搬运
系统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251）公司占地面积4万平米，现已发展成
为国内领先的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商与物流装备制造商，主要从事自动化
立体仓库及企业内物料输送等软硬件系统的研究开发、规划设计、生产
制造、安装调试与售后等全方位服务。
井松科技曾先后与小松集团、swisslog德马泰克等全球著名的物流企业
开展技术及业务合作，在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产品:堆垛
机、穿梭车(RGV)、提升机、输送线、空中悬挂小车( EMS)、激光导航
无人小车(AGV)、移动智能托盘车、重载桁架机器人、移动视觉导航机

售后维护工程师 3 大专 1.机电/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2.做过电气设备维修，可以适应出差 5000-8000

徐女士 18715071392 HR@gen-song.net 合肥市新站区毕昇路128号

AGV电气调试 5 大专 1.机电/电气/自动化等相关理科专业2.可以适应出差。 5000-6000
项目助理 5 大专 1.机电/电气/自动化等相关理科专业2.可以适应出差 50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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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知名的物流搬运
系统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251）公司占地面积4万平米，现已发展成
为国内领先的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商与物流装备制造商，主要从事自动化
立体仓库及企业内物料输送等软硬件系统的研究开发、规划设计、生产
制造、安装调试与售后等全方位服务。
井松科技曾先后与小松集团、swisslog德马泰克等全球著名的物流企业
开展技术及业务合作，在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产品:堆垛
机、穿梭车(RGV)、提升机、输送线、空中悬挂小车( EMS)、激光导航
无人小车(AGV)、移动智能托盘车、重载桁架机器人、移动视觉导航机

方案设计 5 大专
1.机械或电气控制、计算机或软件专业，会AUTOCAD绘图，2.容易理解
和沟通工厂制造和物流仓库工艺流程的能力

6000-10000
徐女士 18715071392 HR@gen-song.net 合肥市新站区毕昇路128号

机械设计 2 本科

1、工作经验2年以上非标自动化设备设计经验；2、精通机械结构动作
原理、熟悉自动化控制的原理和基本流程；3、能看懂机械和电气安装
图，并对安装调试过程提供技术指导；4、精通各种设计软件AutoCAD
、Solidwroks等。5、优秀应届生也可接受；

8000-15000

21 合肥炬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低功耗系统级芯片设计厂商，主营业务为中高端智
能音频SoC芯片的研发、设计及销售，专注于为无线音频、智能穿戴及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15 本科及其以上 计算机/自动化/电子/通信类及相关专业 15-30w/年
徐女士 0551-65281686 xuruyuan@actions-semi.c合肥市新站区北二环路万国企业中心1101

测试工程师 5 大专及其以上 计算机/自动化/电子/通信类及相关专业 10-12w/年

22 合肥凯纳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凯纳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市新站区新站创新产业园，成立
于2013年03月18日，企业注册资金2000万。是一家专注于电动汽车配件
研发、生产、销售的科技型技术企业，公司技术和研发实力一流，旗下
产品分别为高低压连接器、高低压线束、高压箱及PACK电池等产品专供
于新能源汽车；被广泛运用于江淮，安凯，奇瑞，五菱，吉利，长安，
长城，塔塔，中通，宇通，申沃等新能源产业。

结构工程师（锂电池
pack）

5
本科及以上学

历
熟练使用AutoCAD、PRO/E软件，具有结构零件、装配设计能力，能独
立进行电池系统的结构设计；

面议 赵女士 15638924868
合肥市文忠路与岱河路交叉口东100米新站创
新产业园A1栋-A2栋

工艺工程师（锂电池
pack）

5
本科及以上学

历
机械、模具、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熟悉三维软件设计，
熟悉动力电池产品结构

电子工程师（锂电池
pack）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电子、电气相关专业，扎实的电子（模拟、数字）电路知识，熟悉使
用PROTEL或其他电子绘图工具

结构工程师 （线束接
线器）

3
本科以上学

历，机械类专
熟练使用PRO/E，CAD,Creo3.0任一软件

文职 2 本科以上学历 市场营销、文秘专业优先
仓库管理员 2 大专以上学历 物流管理专业优先

23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合肥乐凯隶属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三
级子公司，是国内率先同时具备光学级聚酯薄膜及功能膜材料科研开发
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分中心、国家轻工业聚酯膜材料重点实验
室、安徽省高性能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是国家工信部认定的“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按照合肥乐凯“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的部署，合肥乐凯将再建8～10
条聚酯薄膜及精密涂布生产线，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成为中国国
内技术实力强、市场占有率高、世界一流的膜材料系统服务商，引领中
国光学薄膜创新发展。

博士后工作站研发工程
师

2 博士

1、已获博士学历和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2、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敬业精神和创新能力；
3、高分子材料、有机化学、化工工艺等相关专业，熟悉膜材料制造业
相关知识。

面议

董先生 0551-62777679 lucky_hflk@163.com 合肥新站区新站工业园A区乐凯工业园

研发助理工程师 4 硕士

1、硕士学历，高分子材料、化工类相关专业，CET-6；
2、能熟练操作光学薄膜试验仪器和设备，完成各种中控及成型样品的
检验评价；
3、熟悉高分子材料的基础知识，了解PET膜材料及功能涂层。

面议

工艺/质检技术员 10 本科
1、本科学历，高分子材料、化工类相关专业；
2、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前期能适应倒班。

5-7k

机械/电气/暖通技术员 15 本科
1、本科学历，机械、电气、自动化、暖通等相关专业；
2、具有一定的机电维修工作实践经验；前期能适应倒班；
3、能够熟练操作CAD制图软件等。

5-7k

高压电工 2 大专及以上
1、年龄45岁以下；
2、2-3年相关经验，
3、电工证

4.5-6.5k

销售专员 2 本科及以上

1、 年龄 40 岁以下，本科学历，CET4；
2、 性格开朗外向，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抗压能力； 
3、 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4、 能够适应经常出差。

5-10k

造价技术员 2 本科及以上

1.工程造价、工程经济、财会等相关专业本科学历；
2.熟悉工程造价知识，熟悉相关政策、法规、规范，熟悉造价管理流
程；
3.能够独立识图，掌握一种造价管理计量、计价软件；
4.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具有高度责任心；

4-6k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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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顾问 20 专科 愿意吃苦耐劳、对挣钱有欲望 底薪+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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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合肥路普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路普(loop)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白
车身机器人自动化工程，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及销售，机器人标准化工作
站；主要服务整车厂有江淮汽车，蔚来汽车，长安汽车，上汽，宁德时
代等高端汽车制造商，目前公司小规模团队化运作，具有多年机器人装

机器人工程师 5 大专及以上 自动化或机电专业，会工业机器人编程者优先 4k

刘女士 19956828072 liuxueli-loop@foxmail.c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智能科技园电气工程师 4 大专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熟悉可编程控制器（PLC）、伺
服控制系统、人机界面（HMI）编程者优先考虑。

4k

仿真设计工程师 4 大专及以上 自动化或者机电专业 会UG,SW,CATIA软件编程者优先考虑。 4k

26 合肥美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合肥美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汽车制造业，前景发展可观，自2002-09-
03创建至今，打造汽车行业压板配件成为先进企业，在行业内居于高
评，业内人士给子高度认可，企业人员在配备上采用储备干部形式，优
质人才培养成为企业自己的干部，中层领导。您的加入可以和我们一样
在总经理带领下一起朝朝阳大步前进，为自己奋斗。

品质管理 5

专科及本科

专业不限。负责生产现场的品质控制，质量投诉的判定和原因查找分
析和改善追踪，异常追踪改善。要求：细心谨慎、有耐心。

3000-6000

程燕 15056016479 3566223164@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26号-东门5栋厂
房

仓库管理 3

物流及会计专业优先；
主要出入库物料的数量对照进货单点清楚。帐目在系统上面输入准
确，管理好在库物料。
要求：有责任心，工作态度端正。

3000-5000

技术员 3
收集并整理和质量有关技术管理资料，根据产品进度编写、收集、归
纳、整理产品技术管理资料；参加产品质量不良处理，在生产过程中
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要对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3000-7000

编程 3
对零件图纸进行分析并确定加工工艺过程后，针对不同的数控机床设
计机床的走刀轨迹，选择不同的加工刀具。

3000-8000

27
合肥明珠悦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明珠国际大酒店

合肥明珠瑞享国际大酒店是经开区国资委单位海恒集团携手法国雅高酒
店集团管理的五星级品牌酒店，同时，是中国国内首家瑞享品牌酒店。
酒店位于合肥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明珠广场，毗邻安徽
国际会展中心，驱车5分钟直达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高速路口，15分钟
直达合肥南站，40分钟直达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行或自驾游都十分便
利。酒店紧邻明珠广场，距离集餐饮、娱乐、休闲、商贸等于一体的欧
式风情街一步之遥，闹中取静。同时周边坐拥成熟商圈、大学城、徽园
、海洋馆、李宁体育公园等城市商业综合体，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方便
宾客探索合肥多处热门景点。

各部门协调员（文员）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文秘、管理类、英语、财会专业，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赵女士 18255181507 Sunny.Zhao@hfmzrx.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
叉口明珠广场2号楼1-10层

人事/培训文员 1
大专及以上学

历
人力资源管理、英语，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前台接待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餐饮部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客房部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预定文员，商务中心文
员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酒店管理、英语等，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安保部 2
大专及以上学

历
退伍军人优先，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4500-55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管培生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5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险
一金，包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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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合肥明珠悦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明珠国际大酒店

合肥明珠瑞享国际大酒店是经开区国资委单位海恒集团携手法国雅高酒
店集团管理的五星级品牌酒店，同时，是中国国内首家瑞享品牌酒店。
酒店位于合肥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明珠广场，毗邻安徽
国际会展中心，驱车5分钟直达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高速路口，15分钟
直达合肥南站，40分钟直达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行或自驾游都十分便
利。酒店紧邻明珠广场，距离集餐饮、娱乐、休闲、商贸等于一体的欧
式风情街一步之遥，闹中取静。同时周边坐拥成熟商圈、大学城、徽园
、海洋馆、李宁体育公园等城市商业综合体，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方便
宾客探索合肥多处热门景点。

各部门协调员（文员）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文秘、管理类、英语、财会专业，优秀人才专业不限

3000-4000,五险
一金，包吃住

赵女士 18255181507 Sunny.Zhao@hfmzrx.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
叉口明珠广场2号楼1-10层

28 合肥铭晟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坐落于安徽省省会合肥市滨湖新区庐州大道788-800号，地铁1号线可直
达（万达城站、万年埠站），距离合肥火车站（地铁40分钟），合肥南
站（地铁25分钟）。总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总投资300亿人民币，坐

欢乐管家 10 大专及以上 具有服务意识 3300元/月
潘雨珑 15962612507 764051356@qq.com 合肥市滨湖新区庐州大道788号合肥融创乐园客服员 5 大专及以上 具有服务意识，形象气质好 3300元/月

票务员 5 大专及以上 具有服务意识，对数字敏感 3700元/月

29 合肥诺全医药有限公司

合肥诺全医药有限公司是安徽诺全药业有限公司研发分公司（以下简称
诺全药业）于2016年12月在安徽省安庆市高新区注册成立，是一家专注
于原料药及高级中间体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在合肥
和安庆设立研发中心。公司专业研发团队从业十余年，先后在全球领先
的CRO/CMO公司以及科研院所任职核心岗位。公司目前拥有正式在职员
工200人，其中本科生90人，硕士45人，博士4人。

合成研究员 10 硕士

1.有机化学、制药工程、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多
肽合成、药物化学相关专业应届硕士,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本科亦可
。
2.良好的责任心及团队协作精神，有良好的思考习惯,沟通能力强，吃
苦耐劳，热爱本职工作。

15万/年

夏胜男 15956905464
shengnan.xia@nuoquan
pharm.com

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与孔雀台路交叉口西南
大数据产业园A4栋4层

合成助理研究员 10 本科

1.有机化学、制药工程、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多
肽合成、药物化学相关专业的应届本科生。
2.良好的责任心及团队协作精神,有良好的思考习惯,沟通能力强，吃
苦耐劳,热爱本职工作。
3.英语四级者优先。

9万/年

分析研究员 2 硕士

1.药学、化学、化工或分析化学相关专业应届硕士，3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本科亦可。
⒉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与技术，并愿意不断地学习新的技术知识
。
3.掌握分析仪器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如HPLC,GC，水分滴定仪,IR等。

12万/年

30 合肥荣佳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荣佳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提供电力、机械防护
外壳，风冷系统以及智能生产设备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
于2007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佳海工业城，自有生产厂房3000平方
米。 拥有激光切板机，激光切管机，数控转塔冲床、智能折弯中心，
数控折弯机，精密加工中心等先进大型设备10多台套，其他生产机械20
多台。拥有专业、年轻的研发生产团队以及快速售后服务体系。公司历
经14年，防护壳体的外型设计美观、安装便捷，对相对复杂使用条件的
IP5X技术等级专长。另外公司与高校进行校企联合，研发自动化生产设

储备干部 5 大专 5年以上钣金车间管理经验 5000-8000

王总
15375299928/
18956564518

合肥市新站高新区佳海工业城H区-13栋

质检 2

大专

生产环节，成品，原材料质量管控 3500-5000
焊工 5 2年以上焊接经验 5000-8000

激光切割机 3 会CAD制图，改图排版 4000-8000
操作工 3 负责上料，卸料 4000-8000
仓管 2 一年以上仓管经验 3500-5000
普工 10 操控数控机械和生产组装 3500-6000
后勤 3 售后安装，C1驾证 4000-7000

31 合肥睿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合肥睿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由中国知名半导体上市企业兆易创新与美国著
名半导体存储器公司Rambus战略投资成立，是一家专注于开发新一代非
易失性存储器芯片和接口技术的Fabless IC设计公司，产品方向同时满
足AI、5G和AIOT等多种市场需求
睿科凝聚着一批充满激情和创造力，且具有丰富设计经验的半导体顶尖
人才。核心技术团队来自于全球主要半导体公司的研发骨干，拥有斯坦
福、伯克利、加州理工、清华、中科大等国内外名校教育背景和平均超
过20年的存储器设计、研发、产品经验以及产品实战经历。在人工智能
、芯片设计、系统集成、低功耗设计等方面均具备丰富的经验，同时拥
有全球领先的芯片定义和设计、稳定高效且极具创新的设计开发流程。

模拟IC设计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集成电路、微电子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模拟模块版图的
布局规划经验；具有主动性、创新性、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2-5万/月

康迪 19955164797
hr@reliancememory.co
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二期F4栋11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春申大厦

数字IC设计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集成电路、微电子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熟悉或了解常见的模
拟块，如带隙、比较器、基准电流、稳压器等；熟练使用EDA工具，包
括Cadence和/或Mentor graphics design框架、Linux/Unix平台；了
解Verilog/System Verilog语言。

2-5万/月

数字IC验证工程师 10 硕士及以上
集成电路、微电子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有使用
Verilog/System Verilog语言的经验； 了解UVM方法论， 能够阅读

2-5万/月

版图设计工程师 5 硕士及以上

集成电路、微电子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熟练使用EDA工具，包
括Cadence 和/或 Mentor Graphics 设计框架、Linux/Unix 平台；熟
练使用 Virtuoso Layout Editor；熟悉脚本语言者优先（Tcl、Perl
、Phyton）；有存储器产品经验者优先。

2-5万/月

AI工程师 5 硕士及以上
计算机、自动化或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熟练掌握C/C++和python编
程，熟悉AI和深度学习算法的理论基础和编程框架，具有一定电子/电
路知识背景；能熟练运用TensorFlow、PyTorch等开源框架开发AI模型

2-5万/月

测试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微电子、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熟悉C/C++和
Python、Perl等脚本语言中的一种；了解芯片测试、可靠性测试流程
和规范，熟悉Loadboard、Probecard等测试硬件的设计流程和关键指

1.5-3万/月

FPGA开发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电子工程、自动化或相关专业，具有2年以上FPGA硬件开发经验；熟悉
Xilinx/Altera系列FPGA芯片的开发设计及仿真验证流程；熟练掌握
Verilog或VHDL逻辑电路设计编程语言。

1.5-3万/月

数据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微电子，电子工程，集成电路，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熟练运用Python，Perl等脚本语言；了解半导体存储器芯片基本概念
和测试流程；能将数据科学专业基本概念、知识和经验灵活应用于半
导体芯片研发量产环境中的大量数据分析，拥有一定实验室项目经验

1.5-3万元/月

32 合肥赛诺职业培训学校

合肥赛诺职业培训学校隶属上海新凌集团，是经合肥市劳动局和合肥市
教委批准的手机终端维修技能上岗培训中心。集团为小米、华为等30多
手机品牌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在全国14个省、2个直辖市拥有250余家
自营门店、500余家合作网点。

短视频运营 2
大专及以上学

历

1、20-28岁，大专以上文凭，男女不限；
2、文字功底扎实，有短视频内容创作经验优先；
3、熟悉抖音、视频号、B站、小红书等流量操作技巧；
4、掌握剪映、PR等视频剪辑软件的基本技能；
5、沟通协作能力强、思维活跃、喜欢突破和创新，能够挖掘爆款选题

4k-7k/月 王雷 13956958582 94611906@qq.com 新都会·环球广场写字楼3-3A

33 合肥三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2017年5
月25日在深圳成功上市。总部位于深圳光明新区，下辖深圳(光明厂、
松岗厂、材料厂、龙岗厂），福建莆田，安徽合肥等六个工厂。合肥三
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生产各种规格的LCD偏光片（广
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等显示产品）。公司先后成功研制出中
国第一张CSTN半透偏光片、中国第一张OLED偏光片、中国第一张TFT半
透偏光片，设计出中国首条宽幅（1490mm）TFT偏光片生产线并拥有该
项目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作为
在国内偏光片行业中的领先者，公司产品供应京东方、龙腾光电、华星
光电（ＴＣＬ）、天马微电子、比亚迪等超大型企业，并成为国产偏光
片的重要供应合作方。随着业务快速发展，目前安徽合肥二厂生产基地
正在紧张建设中，将于2023年投产。公司发展前景广阔。公司网址：
www.sunnypol.com

辊轮助理工程师 1

大专

1、1年以上液晶显示从业经验者优先
2、熟悉CAD、SolidWorks绘图软件
具有一定的机械力学分析能力

6-8K

张女士 18856491655 zhangrongrong@sunnypo .c合肥市新站区铜陵北路三利谱工业园

AOI工程师 1

1、具备机器视觉理论基础，有从事过机器视觉，在线自动光学检测
（AOI）行业相关经验3年以上者优先；
2、熟悉工艺、品质改善相关技能；
3、有偏光片、非标视觉设备相关经验优先

8-10K

安全专员 1
1、制造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或相关工作3年以上优先；
2、安全工程或机电相关专业

5-6K

电气工程师 1
1 、具备一定的机械知识，熟悉设备工作原理，具备丰富的现场维修
维护经验和实际动手能力，可独立完成设备的电气维修

8-11K

机械工程师 2

1、机械制造专业，大专科及以上学历；
2、2年以上相关设计工作经历优先，会熟练使用制图软件，CAD，
Solidworks；
3、熟悉机械原理；熟悉机械加工工艺；精通计算机辅助设计

7-10k

网络助理工程师 1
1、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网路相关专业，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优先

5.5-7.5K

电气助工 2
1、机电相关专业优先；
2、有偏贴（Pol）或RTP工艺工作经验2年以上优先

5-7K

第 4 页，共 12 页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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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合肥三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2017年5
月25日在深圳成功上市。总部位于深圳光明新区，下辖深圳(光明厂、
松岗厂、材料厂、龙岗厂），福建莆田，安徽合肥等六个工厂。合肥三
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生产各种规格的LCD偏光片（广
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等显示产品）。公司先后成功研制出中
国第一张CSTN半透偏光片、中国第一张OLED偏光片、中国第一张TFT半
透偏光片，设计出中国首条宽幅（1490mm）TFT偏光片生产线并拥有该
项目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作为
在国内偏光片行业中的领先者，公司产品供应京东方、龙腾光电、华星
光电（ＴＣＬ）、天马微电子、比亚迪等超大型企业，并成为国产偏光
片的重要供应合作方。随着业务快速发展，目前安徽合肥二厂生产基地
正在紧张建设中，将于2023年投产。公司发展前景广阔。公司网址：
www.sunnypol.com

车载开发工程师 1

大专

1、主导车载样品开发实验，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改善
2、化学类专业优先

6-8K

张女士 18856491655 zhangrongrong@sunnypo .c合肥市新站区铜陵北路三利谱工业园

34 合肥晟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晟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安
徽农业大学等国内科研机构和知名院校，致力于动物营养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的高科技生物技术企业。
公司始终秉承“环保、科学、自然、绿色”的原则，在日益竞争的市场
环境中，以品质谋生存，以信誉谋发展，以勤奋铸品牌。坚持产品好、
服务好、口碑好的经营理念，专注饲料添加剂领域，致力饲料添加剂新
产品开发，展望未来公司愿与国内外有识之士风雨同路，共创畜牧行业
的美好明天。

业务员 10

大专

1、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畜牧等专业优先;
2、良好的沟通技巧和说服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3、能接受中短期出差。

5-10K

李琼 15215659276 2636887250@qq.com 合肥市瑶海区佳海工业园G52栋技术服务 5

1、大专以上学历，畜牧、兽医、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营养、动
物检疫等相关专业优先;2、大专以上学历，畜牧、兽医、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动物营养、动物检疫等相关专业优先;2、良好的团队协作
意识、吃苦耐劳、责任心强；能适应中短期出差。

8-15K

市场专员 5
1、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畜牧等专业优先；2、良好
的沟通技巧和说服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3、能接受中短期出差。

1-20K

35 合肥盛杰人才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盛杰人才集团，高层次人才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创立16年来，被评
选为“安徽省一站式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十强
企业”、“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骨干企业”、“安徽省AAAAA信用等级
评定机构”、“安徽省校企合作示范基地”、“安徽省产教融合型企业
”、“合肥市机关事业单位第三方用人人事服务机构”等。
秉承“树信、立质、创新、领先、承责”的发展理念，为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提供高端智库服务、高层次人才、高端人才、海外人才、专业
技术人才招才引智、政府购买服务、政府管理干部能力提升培训、技能
人才培养、境外学习考察、人力资源外包、管理与政策咨询等一站式全
方位、多层次、全链条的人力资源服务。

培训主办 1

本科

1、专业不限，本科及以上学历；
2、热爱培训工作,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
3、性格外向,善于与人沟通，工作细致，条理清晰；
4、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办公软件熟练应用
5、有一定抗压能力。 5K-7k 黄嫣然 18714819928 1499390986@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人力资源产业园6号
楼

项目运营专员 1

1.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2.良好的沟通能力及组织协调能力；
3.一年以上培训项目或活动策划类相关工作经验。条件优秀的，应届
毕业生亦可；
4.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条件优秀者专业

36 合肥市包河区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市包河区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系合肥滨湖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经营范围涉及都
市现代农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农业观光旅游项目规划建设运营、
旅游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等。
公司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总体框架要求，紧紧围绕着“以民
为心共享利、生态优先水第一、留住乡愁重文脉、模式创新可持续”四
个方面的核心要求，现阶段倾力打造圩美·磨滩乡村振兴项目，致力于
在保留原住民、保存原乡生活气息、保护现有生态环境、挖掘本土文化
的基础上，有力改善当地农村环境，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升级当地
各级产业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打造乡村振兴项目示范样板。

民宿管家 8 大专及以上
热爱旅游、善于分享，经历里有故事，做事有情怀;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应变能力，责任感强，熟悉酒店业务运作、管
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有在民宿或连锁酒店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4000K-6000K 明薇 18956661363 1422079979@qq.com 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磨滩村

37 合肥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份获得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2020年05月份获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乙级资质；2020年05月份新增业务
范围：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2021年06月份收购保定广
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拥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城乡规划乙级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乙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
监理公司业务范围广泛，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建设项
目评估、工程技术和勘察设计咨询、工程结算编审及招标代理等全过程

实习监理员
具有工程类相
关专业大专以

上学历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服务意识，能够吃苦耐劳。
3000左右
五险一金

王甜甜 15856972623 合肥市四里河集贸市场5号商办楼五楼

专业监理工程师
大专及以上学

历

1、年龄25-55周岁，身体健康，大专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优先。
2、具有安徽省监理工程师证书，有中级职称者优先。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很强的团队意识，吃苦耐劳，善于学
习。

5000左右
五险一金

38 合肥市纳诺半导体有限公司

合肥市纳诺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半导体晶圆制造前道量测设备的
高科技企业。主要研发12寸晶圆7nm缺陷光学检测设备系统，涵盖数学
、物理学、光学、自动化、精密机械、AI图像算法等多个领域。公司合
肥市中安创谷科技园，合肥纳诺在合肥市和高新区政府推动下，由政府
牵头和多家企业集团和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组建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目
前在合肥，常州，和上海三个城市共同组建研发、生产、和销售团队。
位于常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三米科思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初具
规模，它占地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设了用于研发和生产的百级洁净
间，以及先进的科研硬件设施，支持产业技术及产品研发，预计三年内
年产值可达3亿人民币。

人事专员

2 本科

1. 管理人事档案，支持新员工入职流程，包括安排新员工培训，员工
账号建立等； 
2. 负责员工日常考勤，年假管理，社会及商业保险，确保数据准确及
时； 
3. 开展执行员工活动； 
4. 维护员工福利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及体检； 5. 协助人事经理建立公
司培训系统； 6. 协助准备并实施年度培训计划； 7. 协同当地HRBP
确认培训需求，协调并实施培训项目； 8. 实施并优化新员工培训； 

4-6K

任杰 18900518884 jie.ren@hfnano.com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高新
区望江西路900号中安创谷科技园一期A3A4栋
6层628室

行政专员

1、管理公司办公环境、宿舍、食堂等，合理配置办公资源，保障办公
条件的合理支持和有效运行 。 2、负责公司行政物资管理，如办公用
品、福利用品等。 3、负责公司会务管理，包括组织、接待、会后内
容整理等工作。 4、协助公司活动组织，如公司年会、节日庆祝、员
工团建、发布会等活动。 5、对接外部相关部门的信息统筹，如院部
、分公司及办事处等。 6、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7、工作需先去江苏

4-6K

软件工程师

1、使用VS进行Windows的桌面程序开发； 2、进行.net平台的数据库
程序、Ethernet和串口通讯程序的开发； 3、与其他同事配合进行现
场的软件调试； 4、设计方案，规格书，接口说明，调试文件的编
写； 任职要求： 1、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
、 了解C#开发技术； 3、熟悉Ethernet、串口通讯的编程开发； 4、
有.net软件开发或halcon使用经验者优先； 5、英语要求：能阅读英
文技术文档。6、工作需先去江苏常州总部实习后定岗。

4-8K

财务助理

1、在指导下，按合同及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司的财务审批权限对
原始凭证进行审查，确认单据是否齐全，接受单据； 2、接收和保管
供应商寄来的材料发票，与开票通知单实施匹配，根据指导，将异常
情况要求采购作出解释，以确保匹配的一致性； 3、将所有材料发票
准确入账； 4、根据开票申请，向供应商及客户开具专用发票与普通
发票，在指导下，核对开具情况及销项税；5、根据指导，从财务共享
中心，打印审批完成的会计凭证、核对和匹配原始单据，并装订成
册； 6、在指导下，参与抄报税等相关税务工作，并协助收集、汇总
和整理各类纳税资料； 7、对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联进行认证，在指导
下，确保进项税的及时与准确； 8、月度统计车贴报销帐户余额，协
助提交HR实施车贴预提及月度各项税费预提； 9、参与归类和装订各
类会计档案，并协助实施借阅管理工作； 10、参与政府项目申报（提
供相关财务数据、发票、凭证）及相关政府机构所需的各类报表； 11

4-6K

39 合肥市卓怡恒通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合肥市卓怡恒通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位于风景优美的合肥市经开区云二路
176号云海路工业园内，是合肥市政府引进的重点企业。公司隶属于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83），计划总投资10
亿在经开区设立年产量100万台，占地面积6万平米的国内最大的技术创
新计算机及工控产品研发设计及制造生产基地，目标在国产化产业上打
造与WINTEL平台在同一量级的规模化供应能力及品质水平。
公司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笔记本电脑OEM、ODM供应商，也是提供基于龙芯
、申威等国产芯片和X86系列CPU的技术方案和产品的龙头企业。公司的
核心竞争能力集中体现在软硬件开发能力（硬件开发及底层软件开发）
和整机系统开发能力（整机机构设计及散热设计）。依托公司核心的竞

电子助理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

通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及其自动化等电子相关专业 10.5-13.5W/年

何女士 0551-69022590 hongmei.he@eaacis.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云二路176号云海路工业
园内

SI工程师 1 通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及其自动化等电子相关专业 8.25-12.75W/年
软件助理工程师 2 通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及其自动化等电子相关专业 10.5-13.5W/年
测试助理工程师 4 通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及其自动化等电子相关专业 8.25-9W/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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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合肥市卓怡恒通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合肥市卓怡恒通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位于风景优美的合肥市经开区云二路
176号云海路工业园内，是合肥市政府引进的重点企业。公司隶属于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83），计划总投资10
亿在经开区设立年产量100万台，占地面积6万平米的国内最大的技术创
新计算机及工控产品研发设计及制造生产基地，目标在国产化产业上打
造与WINTEL平台在同一量级的规模化供应能力及品质水平。
公司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笔记本电脑OEM、ODM供应商，也是提供基于龙芯
、申威等国产芯片和X86系列CPU的技术方案和产品的龙头企业。公司的
核心竞争能力集中体现在软硬件开发能力（硬件开发及底层软件开发）
和整机系统开发能力（整机机构设计及散热设计）。依托公司核心的竞

项目管理助理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具有项目管理知识及技能；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团
队协作和沟通协调能力

8.25-12.75W/年 何女士 0551-69022590 hongmei.he@eaacis.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云二路176号云海路工业
园内

散热助理工程师 1 传热，热能本科或以上学历 10.5-13.5W/年
机构助理工程师 1 机械设计与制造或机械相关专业 10.5-13.5W/年

EMC助理工程师 1
电子信息相关专业，具有一定的英语读写和沟通能力；具有分析解决
设计研发中技术问题的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8.25-12.75W/年

40 合肥视源领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视源坐落于经开区南艳湖畔，主要从事生活家电类电控和显控板卡
的研发与生产，生活电器BG视源股份CVTE的核心业务之一，我们旨在为
生活电器产品提供智能电子控件、显控模组等，致力于让电器更懂生活
。

PCB工程师 3

本科

计算机相关专业

8-12k 邵曼曼 18756080559 shaomanman@cvte.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习友路6621号
硬件工程师 3 计算机相关专业
海外销售 3 英语相关专业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2 计算机相关专业

41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是中央驻皖转制科研院所，1950年建院，
1978年迁址合肥，1999年由事业单位转制为国有企业，隶属于世界500
强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是中国建材行业重点科研院所和甲级设计单位，
是以水泥为特色、无机非金属材料及环境治理领域的科技服务型企业，
主要从事水泥生产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制造，水泥工厂的工程设计、技
术服务、工程监理、设备成套、工程总承包等工作。?连续5年在中国建
材机械行业20强企业位列前3甲，是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之一，中
国建材服务业100强，中国最具成长性建材企业100强，双百行动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合肥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
等。目前拥有1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所研发中心，4家分公司，11家
全资、控股和参股子公司，在职员工1500余人。

材料工程师 
（水泥工艺）

3 本科及以上 无机非金属材料、材料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8000-12000

马宏瑞 zhaopin@hcrdi.com 合肥市包河区望江东路60号

机械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相关专业 8000-12000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3 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8000-12000
土建结构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结构工程等相关专业 8000-12000

数值模拟仿真工程师 3 硕士及以上 机械工程、流体机械、热能与动力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等相关 10000-20000
智能制造研发工程师 4 硕士及以上 软件、计算机、自动化、控制工程等相关专业 10000-20000

固废综合处置研发
工程师

1 硕士及以上 环境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工程等相关专业，需要生物催化方向 10000-20000

水泥装备研发设计
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相关专业 8000-12000

财会专员 1 硕士及以上 会计、财务等相关专业 8000-12000

42 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经国家经
贸委同意，中国轻工总会批准成立，是经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授权的特许
装瓶厂之一。公司总投资约为5000万美元，主要生产和分销可口可乐公

生产操作员 10 大专 机电相关专业优先 5000-5500
李女士 0551-63894832 HFzhaopin@swirecocaco .c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1370号品控员 5 大专 食品相关专业优先 5000-5500

销售代表 10 大专 市场营销相关专业优先 5500-6000

43 合肥探奥自动化有限公司

合肥探奥自动化有限公司（中国科大探奥科普研究中心）创立于
1998年，是一家从事高科技科普展项研发和科技馆规划设计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自创立以来，公司致力于科普事业，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强大的智力支持，为科技馆、成果展示馆、技术专题馆等场馆建设提
供从立项咨询、可研分析、概念设计、深化设计、研发生产，落地安装
、布展施工、人员培训到托管运维全过程服务，在公共空间标志性展项
设计研发领域，一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现拥有研发基地40余亩，现代化生产制造厂房19000㎡，员工近400

机械工程师 3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相关专业

殷艳 15856503082 447537183@qq.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与明珠大道交口探奥

东支路

电气设计师 2 本科 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项目助理 2 大专及以上 机械类相关专业
电气技术员 3 大专 电气类相关专业
售后工程师 3 大专 机械类、电气类、计算机类
装配技术员 3 理工类
外协采购员 1 大专及以上 机械类
质检员 1 大专 机械类

44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致力于糖尿病系列产品和技术的引进
与研发、蛋白质口服给药平台产业集群建设、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全病程
管理服务的创新型企业。
公司“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环境友好型关键生产工艺技术平台
”的创新平台，获得2014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和
ISO14001体系认证，是国内唯一绿色环保的胰岛素生产基地。

空调制水技术员 10 大专及以上
制冷与空调技术、机械等相关专业，要求可以参与倒班，夜班补贴100
元/每天

5000+，餐补350
元/月，住房补贴

500元/月
黄女士 0551-63849096

huangjingshu@htbt.co
m.cn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199号

电气/机械技术员 10 大专及以上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可以参与倒班，夜班补贴100
元/每天

5000+，餐补350
元/月，住房补贴

500元/月

45 合肥铁榔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铁榔头机器人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基于中科大专业的AI知识研发及指
导的服务提供商，拥有安徽省内领先的机器人教育技术。
公司拥有以中科大硕博为核心的研发团队，通过“科技服务”战略，布
局精工机械操作、精细电路制作及多种编程语言学习，并已构建起完整
的人工智能授课指导体系。
此外公司拥有铁榔头品牌的九大智能教具及产品，包含越野小车、经典
机器小车、足球机器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等，以完备的产品布局和
卓越的指导模式，满足不同年龄的青少儿差异化学习需求。

管培生 20 一本及以上 专业不限 7000-10000

李欣欣 15556952779
lixinxin@ihammertech
.com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88号

嵌入式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三年以上相关经验 13000-25000
机器人教师 10 本科及以上 理工科相关专业 6000-9000
编程教师 5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相关专业 7000-10000

机器人竞赛教师/教练 3 本科及以上 机械，自动化及电子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 7000-10000
班主任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学前教育等相关专业优先 6000-8000

课程顾问 10 本科及以上 不限，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有经验可放宽至大专 8000-13000
市场推广 5 本科及以上 不限，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有经验可放宽至大专 7000-12000

46 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总部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是中
国前三大IC封装测试企业，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制造商有一半以上是通富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公司封装技术包括Bumping 、WLCSP 、 
FC 、 BGA 、Sip等先进封测技术、QFN 、QFP、SO等传统封装技术以及
汽车电子产品、MEMS等封装技术。通富微电子股份公司在中国国内封测
企业中第一个实现12英寸28纳米手机处理器芯片后工序全制程大规模，
包括Bumping、CP、FC、FT、SLT等。
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由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海恒投资控
股集团公司、合肥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先进封装和测试。总投资60亿
元人民币，分二期建设，由通富微电公司控股并实际运营，公司致力于
成为工艺技术最全、技术水平最高、自动化程度最先进，一流环保、一
流节能的世界级绿色标杆及智能化现代化生产基地，为全球客户提供高
品质一站式服务。

封装工艺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材料类，电子信息类，机械类等理工科专业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6-10K

赵婷婷 18130039881
zhao.tingting3@tfme.
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578号

测试工艺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电子信息类，通信类，计算级类等理工科专业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6-10K

封装设备工程师 5
大专及以上学

历
机械类，电子信息类，机电一体化等理工科专业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5-10K

封装设备技术员 5 大专 机械类，电子信息类，机电一体化等理工科专业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5-8K

测试设备技术员 2 大专 机械类，电子信息类，机电一体化等理工科专业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5-8K

生产计划 1
本科及以上学

历
英语语言类，电子信息类，通信工程类专业，

可口语及书面交流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5-8K

电气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学

历
电气工程，电子信息类专业

五险一金，综合
薪资5-8K

47 合肥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

合肥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安
徽合肥市、池州市、铜陵市投资组建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投
资超50亿元，总体规划年产6万吨各类高精度电子铜箔，现已形成一套
管理体系和合肥、池州、铜陵三个生产基地。现已形成了4.5万吨电子

研发工程师 3 硕士 化学、金属材料类专业 年薪11W+

姚璐 18655119300 443844967@qq.com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蓬路11号
机械工程师 6 本科 机械类专业 月薪5K+
电气工程师 6 本科 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月薪5K+
工艺工程师 6 本科 化学、金属材料类专业 月薪5K+

48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视觉检
测系统及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金3222万，员工130余
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50%以上，硕士学历以上员工10余人。公司先后
被认定为软件企业、瞪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通过ISO9001体系
认证。
    公司坚持为半导体制造的外观检测自动化、智能化提供更优的解决
方案。从视觉检测模组到AOI设备、外观检测方案，已经成功研发出一
代代系列化产品供应给200多家半导体行业客户，遍布全国及东南亚地
区。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业内最先进的2D/3D视觉检测以及AI缺陷
检测技术。公司专注客户需求，解决半导体行业痛点，不断创新，致力
成为行业领先企业。

图像处理算法工程师

5 硕士

1、有良好的数学基础，了解基本图像算法原理；
2、熟练使用C/C++、Matlab或Python编程，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3.熟悉数字图像处理及OpenCV等图像工具库，如滤波、边界增强、平
滑、相机标定等算法；
4. 在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等国际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论文、相关国
际比赛获奖、及有相关专利者优先；
5、有3D图像处理算法开发经验者优先。

15万-30万/年

张琪梅 15375466336 675378650@QQ.com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00号创新产业园一期

C4栋5层

软件研发工程师

10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熟练掌握C/C++编程基础，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2、熟悉软件开发流程，具有一定的MFC、QT或JS编程经验；
3、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有较强的沟通及协调能力
4、熟悉OpenCV、Halcon等图像处理算法开发经验者优先。

10万-2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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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视觉检
测系统及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金3222万，员工130余
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50%以上，硕士学历以上员工10余人。公司先后
被认定为软件企业、瞪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通过ISO9001体系
认证。
    公司坚持为半导体制造的外观检测自动化、智能化提供更优的解决
方案。从视觉检测模组到AOI设备、外观检测方案，已经成功研发出一
代代系列化产品供应给200多家半导体行业客户，遍布全国及东南亚地
区。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业内最先进的2D/3D视觉检测以及AI缺陷
检测技术。公司专注客户需求，解决半导体行业痛点，不断创新，致力
成为行业领先企业。

AI算法工程师 3 硕士

1、熟练使用Python或者C/C++编程；
2、熟悉深度学习框架：Paddlepaddle或者Pytorch者优先；
3、有一定深度学习理论基础，熟悉并参与过图像分类、检测、分割等
任务中一个或多个，发表过相关论文者优先；
4、有深度学习在工业图像异常检测领域相关实习或项目经验者优先；
5、熟悉OpenCV图像处理算法的优先。

10万-20万/年

张琪梅 15375466336 675378650@QQ.com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00号创新产业园一期

C4栋5层

光源设计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了解机器视觉系统，熟悉光学成像原理； 
2、熟悉不同相机、镜头、光源产品的应用特点；
3、掌握光学设计软件(CodeV/Zemax/Lighttools等)及常用光学仪器的
使用；
4、具有一定的电路板、结构零件设计能力；
5、有光源设计或光学检测系统开发经验者优先。

8万-15万/年

电子设计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熟练掌握常见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原理，熟悉常用元器件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
2、能够使用常见开发工具进行原理图设计、PCB布线；
3、熟悉单片机或FPGA电路设计，具有一定的C语言编程能力；
4、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8万-15万/年

机械设计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学

历

1、非标检测模块与设备的开发与设计，工装夹具设计，并进行与之相
关的详细三维装配图纸、零件图纸绘制；
2、熟悉或了解光学机械基础,熟练使用AutoCAD、Solidwords等CAD软
件进行机械结构设计。

10万-16万/年

49 合肥唯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唯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是一个专注于药线终端非药品一站式采购的多元化平
台。本公司拥有5000余亩的中药花茶种植基地、万余平方的十万级净化
车间、5000多平的国内外运营配送中心！“唯尔康”-- 品牌战略营销
倡导者、差异化服务体系先行者、完美售后体系创建者！释放品牌效
应，构建唯尔康全产业链专业化平台。

销售代表（黄山，六
安，阜阳，亳州，淮
南，淮北各1人）

6 大专以上

1、在辖区内药店诊所等进行公司产品的推广销售，完成销售任务；
2、根据需要拜访客户人员，向客户推广产品，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
额；
3、开拓潜在的市场渠道客户，并对既有的客户进行维护；
4、充分了解市场状态，及时向上级主管反映竟争对手的情况及市场动
态、提出合理化建议；
5、制定并实施辖区市场推销计划，组织各种推广活动；

面议 储先生 15856905994 1718512351@qq.com 巢湖市向阳南路工投巢湖科创园A2栋4楼

50 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维信诺是新型显示整体解决方案创新型供应商。公司成立于2001年，前
身是1996年成立的清华大学OLED（有机发光显示器，
Organic?Light?Emitting?Display）项目组。公司以“拓展视界，提升
人类视觉享受”为愿景，“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国OLED产业”为使命，专
注OLED事业20余年，已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球OLED

设备工艺工程师 20 本科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物理、化学、材料、机械等相关专业；
2、具备抗压能力，可以接受加班和一定量的夜班；
3、可以接受FAB工作环境。

5000-9000 王先生 0551-66166682 Wangwq@visionox.com 合肥市新站区魏武路与新蚌埠路交口西南角

51 合肥贝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贝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安巢经济开发区金山路8号，交通便
利，环境优美。公司主要从事穿戴产品的生产，生产全球销量最大的小
米智能手环，公司在材料、模具、工艺设备上都具备了行业领先的专业
知识和技术水平，为客户提供“产品开发、模具设计、模具制造、注塑
成形、装配生产”一站式便捷服务。

模具部高级设计工程师 1 专科
1、5年以上塑胶模具设计经验，熟练使用UG；2、熟悉塑胶模具加工工
艺，能独立完成整套模具3D设计到2D出图。

薪资面议 宫女士 13305653600 安巢经开区金山路8号

模具部计划 1 本科 机械制造、金属加工、材料等相关专业

业务员 5 大专 有业务员相关工作经验优先（实习生也可）

储备干部 10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30岁以下

质量工程师 1 大专 机械、电气相关专业

项目工程师（PM） 2 大专 男性，25-36周岁，模具设计、工业设计或机械自动化等专业

52 合肥众国宝之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众国宝之祥系上海众国汽车集团和安徽博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建设的，是经宝马和华晨宝马在巢湖地区共同授权的第一家高端品
牌宝马4S店。两大集团旗下拥有多家BMW授权经销店；合肥众国宝之祥
拥有先进的售后维修设备，专业的BMW服务团队，公司将秉承BMW全球标

销售顾问 3 大专
男女不限，有驾驶证（实际驾龄1年以上），善于学习，积极能干，能
承受业绩压力，有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7000-20000
王女士 18096673326 安巢经开区金山路19号 宝马4S店

售后客服专员 1 大专
女士，大专学历，会操作电脑，有实际驾龄一年以上优先，善于学
习，积极能干，有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3500-4000

53 合肥丽滋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丽滋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位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兴业大
道南侧，秀湖路两侧合肥工投（巢湖）花山工业园区，是一家集糕点研
发、生产、营销、储运为一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公司总投资八千
万人民币，率先引进国际全自动化烘培生产线二条和检测设备，实现现

文员 2 大专 18—45岁，有责任心、积极向上 4500—6400
人事文员 15256704561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兴业大道南侧、秀湖路
两侧、合肥工投（巢湖）花山工业园B区24#

楼
检验员 10 大专

18—45岁，吃苦耐劳、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
积极向上。

4500—6400

54 安徽方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方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300998）旗下子公司。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巢经开区合巢产业新
城内，占地面积24000平方米，注册资金2.6亿元。公司主要从事方形、
圆柱形理电池精密结构件及新源源汽车结构件生产、制造与销售。

模具学徒 8 大专 机电模具等专业，能够吃苦耐劳 4000—6000

杨爱萍 18815533341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合巢产业新城）合巢

大道与探花路交叉口01号
生产部储干 2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机电、模具及自动化专业，好学上进,服从安

排；
4000—6000

品质部储干 2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材料、机械类、计量检查类专业，能吃苦耐劳,服从
安排

4000—6000

55 合肥百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百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巢湖经济开发区花山工业
园，2015年成立至今，公司一直深入研发真空技术及设备、等离子体技
术、均匀加热技术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新材料制备工艺及设备开发。

电工 1 大专 男，45岁以内，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4000-5000
董女士 18056076308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和平大道和秀湖路交叉
口西北角装配工 3 大专 45岁以内，男 3000-5000

56 北大未名（合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大生物是上市公司未名医药（股票代码002581）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8年6月7日在安徽合肥安巢经开区设立。公司配备了国际一流的专业
化团队，具有丰富的抗体药物、重组蛋白等大分子药物的研发和生产经
验。公司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建立研发技术中心，其中香港Taron 
Solutions研发中心专注于生物药品从基因开发到CMC服务。位于巢湖的
生产基地共有3条3*500L原液生产线、1条500L原液中试线、1条200L原
液中试线和1条制剂生产线，能帮助客户快速完成临床样品的生产，加
快临床试验及药品上市进度，真正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下游纯化技术人员 1 本科
男；药学、生物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英语四级以上优先考虑，熟
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吃苦耐劳品质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责任心和团

薪资面议 张女士 13605656076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半汤镇龙泉路8号

制剂生产技术人员 2 专科
男；专科及以上学历，药学、制剂学、生物学及相关专业；有生物制
品CDMO经验者优先，具有基本的英语阅读能力，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
件；具有良好的动手操作和沟通能力。

QC部微生物检测技术人员 1 本科
微生物学、生物学、药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
优先考虑，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团队协作精神

商务助理 1 专科

药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有药学专业背景优
先；熟练掌握办公软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水平；学习能力强，善于
沟通，敢于尝试；服从公司领导安排。具有基本的英语阅读能力，能
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良好的动手操作和沟通能力

57 安徽正威彩晶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正威彩晶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巢湖经济开发区潜川路8号（智能家电
彩晶玻璃生产基地），均为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配套产品的智能化全
自动生产企业。

办公室主任 1 大专
男性，大专以上文化，35-45岁左右；有较好的文字水平，以及较强的
组织协调能力

薪资面议 蒋主任 0551-82364466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潜川路8号
品质经理 1 大专

男女不限，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文化，身体健康，视力良好，有较
强的沟通协调、团队协作及执行能力。

58 东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东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原二汽精密铸造厂）始建于1969年，隶属于东
风汽车集团，是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铸造协会精密铸造分会
轮值会长单位、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中国精铸标杆企业、中国
铸造行业AAA级信用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创新型企业建设
试点单位，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及省级精密铸造工程研究中心。“和
鼎”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安全环保管理 1 大专 20-4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 4000-8000

潘女士 13635657087 安徽巢湖经开区花山工业园兴业大道南

铸造工艺 1 本科 男性，20-40岁，本科及以上学历 4000-8000

机加工艺 1 本科 男性，20-40岁，本科及以上学历 4000-8000

装备技术与管理 1 本科 男性，20-40岁，本科及以上学历 4000-8000

质量体系管理 1 大专 男性，20-40岁，大专及以上 4000-8000

59 安徽齐天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齐天文具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坐落于安巢经开区花山工业
园。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制造型企业。

外贸跟单员 2 大专 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
薪资面议 刁厂长 18315500926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花山工业园成芳路西侧

外贸业务员 2 大专 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英语口语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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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巢湖市鼎力铁塔有限公司
巢湖市鼎力铁塔有限公司位于巢湖之畔,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安徽巢湖经
济开发区。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公司注册资本贰亿元，占地20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集电力铁塔制造加工、热镀锌防腐为一

钢结构装配工 5 大专 男性，50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 6000-9000 李主任 82330200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秀湖路与和平大道交叉

口

61 巢湖远洲豪廷大酒店

 巢湖远洲豪廷大酒店是安巢经开区首家豪华五星级花园式（五星级标
准）酒店，酒店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环境优雅，四季如歌，为静雅之
地，养生之所。酒店共有六层，222间风格迥异的客房，设备完善，装
饰高雅，安全舒适，宽带接入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

礼宾 6 大专 男女不限 2000-4000

韩经理 13865256446 安巢经开区金湖大道与姥山路交汇处餐饮服务 2 大专 男女不限 2000-4000

客房管家 2 大专 男女不限 2000-4000

62 巢湖瑞昌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巢湖瑞昌电气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主要为奇瑞、长安、集
瑞重卡等汽车厂商生产配套的电线束产品。

招聘专员 1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男性，人力资源、计算机管理等相关专业；有驾照
会驾驶（手动挡），应届生会开车肯吃苦亦可 薪资面议 阚先生 18356501195 安巢经济开发区花山工业园振兴路以北

质量工程师 2 大专 专科及以上学历，电子、电气、机械等相关专业；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63 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目前中国国内新能源电动汽车传导类产品市场占有
率领先的企业，是自主研发新能源电动汽车传导类产品获得国际认证最
多的企业，是新能源电动汽车传导类产品行业的领军者。

水电工、机修工 2 大专 工作时间10小时，休息时间，如厂区出现水电与设备问题，需要随时
过来处理

5000-6000

姚先生 13615650811 安巢经开区西山雅居金山路14号厂房
品质工程师 1 大专

男女不限，20-40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及应变能力；了解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熟悉UL/VDE/CCC等标准，能主导体系或产品认证工作；
熟悉电线电缆产品品质管控经验优先

薪资面议

64 巢湖市希安琦玩具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总部设在韩国首尔，隶属于在香港上市的
J.Y国际公司。我公司主要从事长毛绒玩具、玩偶、工艺鞋及其他各类
填充玩具的生产，产品远销到美国、欧洲、日韩、巴西、上海迪士尼等
地。公司在希安琦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一直保持良好的持续发展，历年
来还荣获A级纳税信用单位、工业企业进出口第一名、销售收入超亿元

检验员 10 大专 女性，无色盲，工作仔细、认真 薪资面议 李女士 17681126588 安巢经开区濡须路8号

65 巢湖惠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巢湖惠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隶属于安徽新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为上海通用汽车别克品牌三星级授权销售服务中心和三星级特
约售后服务中心。

销售顾问 2 大专 30岁左右，大专学历，外型气质佳，亲和力强，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热爱销售

3000-7000

辛经理 13705512500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路东侧亚夏汽车城

财务结算员 1 大专 大专学历，30岁左右男女不限 2800-3500

续保专员 1 大专 30岁左右，大专学历 3500-6500

服务顾问 1 大专 30岁左右，大专学历 3000-5500

技术总监 1 大专 大专学历 4500-7000

事故专员 1 大专 男性，大专学历 3000-7000

66 合肥奥之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奥之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注册
资本为 2000 万元，公司位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 路 17 号，总
建筑面积 5800 平方米，是一汽大众授权的奥迪品 牌特许经销商。作
为巢湖首家奥迪 4S 店，隶属安徽博融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一汽
奥迪在巢湖市授权的唯一家奥迪汽车 4S 店，主营内容有：汽车销售、
汽车维修、备件销售、精品附件销售、汽车美容装潢等，公司员工人数 

销售顾问 3 大专 外型气质佳，亲和力强，有较好的沟通能力，热爱销售 10000-20000 朱艳艳 15375429850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路17号

67 合肥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是融捷投资控股集团下属子公司，是融捷股
份（股票代码002192）参股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成长型
战略新兴企业，是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钴酸锂和三元前驱体的研发和生
产基地。

采购员 1 大专 大专以上学历 4000-6000

刘女士 13966384200 安巢经开区花山工业园区花山路1#

研发经理 1 本科 化学工艺、电化学等相关专业 15000-20000

设备部经理 1 本科 机械、机电、电气等相关专业 10000-15000

工艺巡检员 1 大专 化学分析类专业优先 5000-8000

化工工艺工程师 3 本科 本科以上学历，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电化学等相关专业 6000-12000

机电/设备工程师 2 本科 化工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6000-12000

68 巢湖市金业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巢湖市金业电工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注册资金5030万元，
占地面积64000多平方米，厂房40000多平方米，是一家集研发、制造、
内外贸营销于一体的设备制造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合同履行率为
100%，连续被评为安徽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安徽省"质量创优"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品牌示范企业"等光荣称号。质量管
理体系顺利通过ISO9001∶2015版的认证复审。

机械设计 1 本科
年龄22-55岁，机械设计、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熟练使
用CAD工具，有优秀的机械设计理论知识

5000-9000

黄经理 18705657199 安巢经开区半汤路与金巢大道交叉口东侧电气工程师 2 本科
要年龄22-50岁，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自动化专业。懂工控、熟悉变
频器、PLC以及触摸屏编程的优先

5000-10000

销售经理 3 本科
25-35岁，性别男。本科学历以上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承
压能力与责任心。能适应出差，气质稳重，性格开朗

薪资面议

69 国中康健（安徽）康养产业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安徽）康养产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9日正式成立，是由国
中康健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中国温泉
之乡”——巢湖半汤旅游度假区，是巢湖唯一一家挂牌三星级酒店，是
巢湖市内独家园林式度假酒店，设有不同标准的客房200余间、餐位350
余张，配有温泉洗浴中心、室内游泳馆、室外网球场等休闲、运动场
所，设施齐备，功能齐全，集会议接待、康复疗养、 旅游度假、休闲
娱乐、特色餐饮、商务活动为一体，以温馨舒适的住宿度假环境、特色
鲜明 的会议餐饮项目、功能完善的康体娱乐设施，营造浪漫怡人、服
务周到的“家外之家”。

综合管理部文秘 1 本科 45周岁及以下，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薪资面议

谷超 13856582041 安巢经开区半汤镇银泉路1号

综合管理部财务主管 1 本科
45周岁及以下，专业对口，持有会计证，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较强
的风险管理、成本控制和财务分析能力

薪资面议

康养部护士 2 大专 40周岁以下，执业注册资格，并具有护士职称；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薪资面议

营销专员 2 大专 40周岁以下，熟练操作办公软件；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沟通技巧 薪资面议

信息技术人员 1 大专
40周岁以下，计算机相关专业优先；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精神，较
强的学习能力

薪资面议

疗休养业务承接人员 1 大专
40周岁以下，形象气质俱佳，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精神，较强
的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薪资面议

培训业务承接人员 1 大专
40周岁以下，形象气质俱佳，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精神，较强
的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薪资面议

疗休养技工 3 大专
45周岁以下，形象好，技术扎实，踏实肯干，能准确熟练掌握日常照
护、护理等服务技能

薪资面议

70 合肥圣三松冷热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巢经济开发区花山工业园，成立于2013年底，
注册资金5000万元。 是一家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制造型企业，专
业从事涡旋式压缩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及系统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拥有现代化的生产基地、专业化的研究院和从德国、日本等先进

电工 1 大专
懂基本电路布线，懂得设备维修与巡检，基本电路图要掌握，接触过
PLC编程调试,必须持有电工证，8小时工作制

5000-5500
卜先生 15956544005

安巢经济开发区花山工业园成芳路与振兴路
交叉口向北200米园区

焊工 1 大专
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精通氩弧焊与气保焊，必须持有有焊工证,8
小时工作制

5000-5500

71 巢湖市荣达塑业有限公司
巢湖市荣达塑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
围：工业注塑、工业用地地膜生产、销售；化纤产品及原材料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及建筑树料配重块销售；功能树脂材料制造及销售：新

工程 1 大专 男女不限，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有工厂工作经验 薪资面议
李女士 18269763272

安徽巢湖经开区花山工业园半汤路和裕丰路
交口质检员 2 大专 男女不限，大专及以上学历，有质检经验优先可放宽学历 薪资面议

72 安徽凯航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凯航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安巢经济开发区紫薇路1号。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科技创新型企业，产品用于航空航天、
食品、医药、电子、日化、玩具等产品的包装、高新材料等。固定资产
总投资2.1亿元，新建厂房及办公宿舍楼约50000平方米（GMP药品标准
规范的洁净车间5000平方米），新上印刷、复合、分切、制袋生产线、

销售内勤 1 大专 35岁以下，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接受应届毕业生 2800-3500

陈经理 13856588896 安巢经济开发区紫薇路1号
计划助理 1 大专 35岁以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责任心和上进心，好学 2800-3500

工艺员 1 大专 35岁以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责任心和上进心，好学 3000-4000

电商运营助理 2 大专 35岁以下，熟悉电脑，了解电商购物流程 3000-8000

73 合肥高丽今生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整体卫浴的引进、设计、研发、制造
、安装及销售的专业公司。 

会计/出纳 2 大专
女性，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工作原则；服务意识强，有较强的沟
通协作能力

3500
孙女士 17764403938 安巢经开区金山路1号（原半汤高速口旁）

绘图专员/售前技术支持 2 大专
室内设计、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精通CAD，熟练操作office等办公软
件；有较强的沟通协作能力

4000

74 巢湖维尔服饰有限公司

巢湖维尔服饰有限公司于2004年9月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0月正式投入
生产，注册资本250万美元，是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第一家台商独资企
业。公司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1.2万平方米，员工生活区
设施6000平方米，有现代化自动流水线10条，先进的服装生产设备600
台套，具备生产各类服装的条件能力，目前员工近200人 。公司主要生
产加工运动服装，年生产能力可达300万件。

储备干部 5 大专 男女不限 4000－7000 陈经理 18705654108 安巢经开区金山路1号（原半汤高速口旁）

第 8 页，共 12 页



合肥市重点产业链招聘信息（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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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安徽霏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霏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粉粒体输送系统工程及相关机械
设备设计、制作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主经营粉粒体自动拆包系统
、固液体自动存储系统、固液体自动配混料系统、烧结炉智能进出料系
统、粉粒体粉碎筛分系统、混批除磁包装系统、粉粒体自动包装仓储系

钣金工程师 2 大专
35-48岁，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熟练使用CAD软件、SolidWorks,特别
是SolidWorks的钣金模块

薪资面议
王女士 15956593886

安巢经开区花山工业园花山路与和平大道交
叉口南侧

电气工程师 2 大专
20-45岁，电气一体化专业或电气自动化专业；会熟练操作OFFICE，简
单操作CAD、EPLAN和西门子编程软件；应届生亦可

薪资面议

76 安徽海容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注册资金1380万元，占地面积200亩，拥有厂房
60000多平方米，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力、铁路等基础性产业,太阳
能、风能、智能电网、低速电动汽车、储能电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
讯终端应用、大型公共网络服务后备电源等民生工程。我公司是安徽省
唯一一家生产工业级特种电池的厂家，技术水平及装备工艺均高于普通

铸板 2 大专 45岁以下，能沉下心学技术，计件制 7000

鲍经理 13605656221
安巢经开区花山工业园半汤大道和裕丰路交

叉口西北

电池焊接 1 大专 男性，45岁以下，不带眼镜，能沉下心学技术，计件制 5000

电池充电 2 大专 男55/女50以下，视力正常，认真负责，活很轻松 4500

机修/电工 3 大专 男，50以下，有证，生产企业3年以上工作经验，机电全能面议 5000

77 安徽乐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乐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成立于2018年底，坐落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公司专业从事
透明质酸为主要原料的化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机械维修工程师 3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工程、自动化设备管理相关专业；熟悉自动化
设备工作原理，对设备机械原理有较高的了解

薪资面议

刁女士 17355579697 安徽巢湖经开区云溪路与振兴路交叉口QC、QA工程师 10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生物医药、生物工程、化工类专业 薪资面议

消防专员 1 大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消防机械、机电等相关专业 薪资面议

电气安装工程师 1 大专 建筑工程相关专业，1-3年工作经验 薪资面议

78 安徽尚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尚德建设集团骨干企业，位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
区，注册资金1.1亿元，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专业研发设计、生产铁路桥梁支座、桥梁伸缩装置、声屏
障、阻尼器等产品。公司通过了铁路球型支座产品CRCC等各项认证；并
与国内外各大铁路、公路设计研究院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参与了
国内外许多重点道路桥梁工程。

质检部部长 1 本科
35岁以下，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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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8000

李女士  18856237180
安徽巢湖经开区半汤花山工业园和平大道6号

尚德科技

体系工程师 1 本科
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类专业；具有一定的文字撰写能
力；2年以上大中型制造业企业体系管理经验，熟悉三体系标准，应届

6000

生产部部长 1 大专
3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生产型企业工作经验，熟
悉生产管理各环节工作

8000

生产调度 1 大专
3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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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ERP系统管理员 1 大专
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理工类专业；有较强的沟通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能独立负责信息系统的技术培训工作；有生产型制造企业工

4500

生产文员/统计 1 大专
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办公软件操作，具有ERP系统操作经
验者优先考虑

4000

采购员 1 大专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1年以上生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熟悉采
购相关流程，具有ERP系统操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4000-6000

仓管 1 大专
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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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4000-6000

售后服务工程师 2 大专
35岁以下，理工科大专及以上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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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面议

技术部副部长 1 本科
35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设计、高分子材料、化学化工、力
学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生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

6000

技术员/研发助理 1 本科
35岁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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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财务部部长 1 本科
35岁以下，男，财会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中级职称；3年以上生
产型企业同岗位及上市公司工作经验

薪资面议

财务出纳 1 本科
35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管理相关专业，熟悉财务相关软件，
应届毕业生也可

薪资面议

79 巢湖鑫鑫长安汽车4S店

巢湖市鑫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长安轿车在安巢经开区授权的唯一
一家长安汽车经销商，同时也是长安轿车在巢湖地区的总经销商。公司
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300万元，占地近5000平方米，拥有918平方米
的标准车展示区和3000平方米的维修车间和标准的维修工位，集汽车销
售、维修、配件、信息服务、汽车装潢、保险、理赔、24小时道路救援

汽车服务顾问（客服） 3 大专 有C1驾驶证，会办公室软件 4000

张经理 15665426772 安巢经开区半汤亚夏汽车城
视频主播 2 大专 女性，声音甜美，性格开朗，形象良好，具备一定的情商。自信，有

上进心
5000

汽车销售顾问 5 大专
持C1驾驶证且有意向往汽车销售事业方向发展，有责任心，能承受较
大的工作压力

5000

80巢湖深业诚毅地产有限公司深业半汤温泉酒

深业·半汤御泉庄是由深业置地（集团）有限公司斥巨资强势打造，总
占地面积870亩，是集旅游地产、商业地产及高端住宅地产于一体的大
型综合性地产开发项目。半汤御泉庄总体定位为“长三角首席生态温泉
景区”，集温泉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巢湖市

总账会计 1 大专 男女不限，大专以上学历 薪资面议 刘女士 0551-82852285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汤山路128号

81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安全系统供应商。作为移动安全领
域的全球领导者，为全球主机厂提供关键性主被动安全部件、系统和技
术，其全球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奥本山，全球运营遍及25个国家，拥
有约450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约为50亿美元。均胜安全是宁波均胜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SHA:600699,均胜电子）的子公司。

CAE工程师 3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

1、运用CAE工具，对产品设计方案开展CAE分析，包括静态和动态分析
。
2、编写CAE分析报告，评估设计方案，提出潜在风险分析，给出改进
意见。
3、协助完成零件试验结果分析，负责比较CAE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的
差异。
4、了解CNCAP、CAE技术的发展趋势，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保持、提升
相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业务发展和增长。

面议

HR 15021039308 电话联系 上海/宁波/湖州/荆州/合肥

应用工程师 10 大学本科

1、根据主机厂要求完成产品研发工作，制定开发计划以及跟踪开发进
度；
2、负责产品开发/设计，同时完成试制零件DV试验以及工装零件的PV
试验；
3、开发过程中，负责与客户、供应商以及公司内部的交流；
4、定期向上级汇报工作、项目的开发进展情况，并协助项目组做好阶
段评审等工作。
5、CET-6，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会第二外语如日语、韩语、德

面议

硬件工程师 1 大学本科

1、熟练掌握模拟电子，数字电子，单片机等课程内容
2、英语通过CET-4考试，第二外语优先考虑（日语、韩语）；
3、主动积极，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能力、压力承受能力等；
4、较强的学习力，乐于接受有挑战性的工作

面议

测试工程师 1 大学本科

1、熟悉C language, CANoe, vehicle spy3, VB，Lab view优先；
2、英语通过CET-6考试；
3、主动积极，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能力、压力承受能力等；
4、较强的学习力，乐于接受有挑战性的工作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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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安全系统供应商。作为移动安全领
域的全球领导者，为全球主机厂提供关键性主被动安全部件、系统和技
术，其全球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奥本山，全球运营遍及25个国家，拥
有约450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约为50亿美元。均胜安全是宁波均胜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SHA:600699,均胜电子）的子公司。

制造工程师 6 大学本科

1、根据工艺流程及精益理念，负责新产品的过程策划。编制工艺文件
包括工艺流程图、平面布局图、PFMEA、产能分析表和作业指导书等。
2、负责新项目阶段的工程更改的实施与跟踪。
3、开发和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
4、英语通过CET-4考试，第二外语优先考虑（日语、韩语）；
5、主动积极，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能力、压力承受能力等；
6、较强的学习力，乐于接受有挑战性的工作

面议

HR 15021039308 电话联系 上海/宁波/湖州/荆州/合肥

82 安徽城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城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是于2006年2月份经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授权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位于合肥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从事见证取样检测、主体结构检测、钢结构检测
、建筑节能检测、室内环境检测、防雷检测、人防检测和测绘技术服务
等。

试验检测员 5 大学专科
1.专业知识扎实，熟练操作office办公软件；
2.吃苦耐劳，责任心强，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党员、学生干部、有驾照者优先

4000-6000

叶靖 13956947992
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68号科技实业园D25

幢
测绘检测员 5 大学专科

1.专业知识扎实，熟练操作office办公软件；
2.吃苦耐劳，责任心强，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党员、学生干部、有驾照者优先

4000-6000

项目检测员 5 大学专科
1.专业知识扎实，熟练操作office办公软件；
2.吃苦耐劳，责任心强，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4000-6000

83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新沪”），是浙江大元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上交所主板上市，简称“大元泵业”，股票代码SH603757）
的全资子公司。
“合肥新沪”坐落于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战略定位“屏蔽泵
技术中国领导者”，是专门从事各类屏蔽电泵研发、制造和服务的专业
公司。主要应用于石化、化工、制冷、半导体、航天、医疗、轨道交通
、家用等领域，产品远销欧、美、日、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并与上海交

机械工程师 20 大学本科 6000-7000

丁欢 18955194598 合肥市高新区杨林路1号

工艺工程师 10 大学专科 6000-7000

销售工程师 10 大学本科 6000-7000

质检员 5 大学专科 5000-6000

仓管员 5 大学专科 5000-6000

数控车工 10 大学专科 6000-10000

84 合肥百恒设备模具有限公司

合肥百恒设备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
。随着公司的稳步发展于2012年在肥西县花岗镇董岗工业园购国有土地
20亩兴建我公司生产基地，内设6000Ｍ２厂房、2000Ｍ２办公区和1000
Ｍ２宿舍区，内部配套设施齐全是集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综合生产基
地，该基地已于2013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开发并
制造汽车生产工艺装备及产品件，包括模具、及汽车冲压件等。

模具设计工程师 5 大学本科
1、年龄：20岁至35岁。
2、态度与素质：踏实肯干，责任心强，思维清晰，性格开朗外向，高
度自我驱动力，愿意成长；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

年薪6-18万

笪婷 13865901140 肥西县花岗镇工业聚集区
数控编程工程师 5 大学本科

1、年龄：20岁至35岁。
2、态度与素质：踏实肯干，责任心强，思维清晰，性格开朗外向，高
度自我驱动力，愿意成长；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

年薪6-15万

管培生 10 大学本科

1、年龄：20岁至35岁。
2、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工作仔细、认
真，服从管理，机械制造类、管理类相关专业，在校担任过学生会干
部、党员、预备党员优先

年薪6-15万

85 安徽凯贝耐特钣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先进的日本AMADA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光纤激光机、自动
化焊接机械手、大型气动冲床、数控加工中心、表面涂装（电泳、喷
塑）生产线、组装流水线等设备，公司严格按照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进行生产管理，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优秀的管理人员，熟练的操
作工人。采用领先于同行业的加工设备，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精密结构件
及外壳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力、金融、航空、空调制冷及电

工程师 2 大学本科
1、熟练运用Office软件，
2、熟练的运用CAD软件，有分解组装图的能力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6000-9000

闫苏苏 18019947059 花岗镇董岗工业的园区

质检员 3 大学专科
1.有会看图纸的优先；
2.会用各种器具，量具，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500-7000

86 安徽宇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宇锋作为智能物流仓储与智能制造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一直
致力于工业信息化与智能化制造执行系统的研发与应用、智能物料搬运
输送和智能仓储装备的研发制造与集成应用，将自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新兴产业技术应用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物流自动化。凭借多年来在自动
化物流仓储与生产制造执行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沉淀，公司将一如
既往继续主攻智能制造与智能物流市场，推动“机器换人、两化融合”
在工业制造与物流领域的智能化发展。

财务会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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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7000

王远远 18356953402 肥西县花岗镇花岗工业园区

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5 大学本科
1.有高低压电工上岗证优先；
2.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及研发；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8000

软件开发工程师 5 硕士研究生
1、熟悉C#、C++、C语言
2、机器人等软件开发经验

5000-8000

工程技术员 20 大学本科
1.专业不限，专业培养专业团队，后期根据所学专业进行部门分岗
2.晋升快，有发展空间
3.积极务实的心态

4000-7000

销售经理 10 大学本科
1.有销售激情
2.学习能力强，能快速适应公司岗位需求

4500-12000

采购 2 大学本科
1.学历能力强，适应能力强
2.熟悉office办公软件
3.务实.有责任心

4000-6000

文员/助理 5 大学专科
1.熟悉office办公软件
2.细心，耐心，有责任心

4000-500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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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工程师 15 大学本科 5000-20000

叶平 17719482235 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68号

采样员 20 大学专科 5000-8000

实验员 15 大学专科 5000-8000

水保工程师 5 大学专科 5000-15000

环保管家 20 大学专科 5000-8000

市场专员 3 大学专科 5000-20000

88 合肥海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海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物流信息化产品、自动分拣系统
、工业现场动态计量与监控系统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性高科
技公司，已取得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公司于1998年6月成立，坐
落于环境优美的合肥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珠产业园，占地面积
3000余平方米，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声谷”入驻企业、合肥
市大数据企业、合肥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高新区瞪羚企业，新三板挂
牌企业（股票名称：海明科技、股票代码：832825）。

销售经理 5 专科及以上 有适应全国出差；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12000

程晨 18956048219 创新大道106号明珠产业园

技术服务工程师 2 专科及以上
具备较强的沟通、应变、执行能力；适应长期出差，吃苦耐劳，良好
的抗压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5500-10000

软件工程师 1 大学本科
熟练掌握c++\C#语言，能熟练使VisualStudio，熟悉winform模式；具
备良好的编码习惯，熟悉MySql或其它常用数据库；能接受阶段性的出

10000-15000

电气工程师 1 专科及以上
熟悉主流电气绘图软件，熟练使用CAD&Eplan画电气原理图。熟悉主流
PLC编程如西门子S7-200以及1200 PLC编程、熟练使用相关的通讯以及
网络模块触摸屏等。能够适应出差需求

8K-12K

机械工程师 1 专科及以上 会使用CAD&SolidWorks&UG&pore等机械绘画软件；责任心强，谦虚踏
实

7K-10K

89 合肥峻茂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峻茂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农业、工业智能分选和宠物
医疗机器视觉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主营产品AI智能色选机、X光机、宠物医疗CT等，凭借优良的品质和优
质的服务获得客户的认可，已经建成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

内、外贸销售经理 10 大学专科
1、专科及以上学历；
2、有色选机、农业机械、工程机械产品等工业设备销售经验者优先考
虑；

5000-20000

范经理 18955182433
合肥市高新区明珠大道与创新大道交口明珠

产业园1#厂房C区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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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合肥峻茂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峻茂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农业、工业智能分选和宠物
医疗机器视觉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主营产品AI智能色选机、X光机、宠物医疗CT等，凭借优良的品质和优
质的服务获得客户的认可，已经建成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

软件/算法工程师 2 大学本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自动化、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
2、精通C、C++等常用开发语言中的一种；
3、至少掌握Qt、MFC、Android等常用开发语言中的一种；
4、精通QT5框架，具有QT5的图形开发能力，具备QML开发能力优先；
5、具备多线程开发经验；
6、沟通能力强，有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10000-20000

范经理 18955182433
合肥市高新区明珠大道与创新大道交口明珠

产业园1#厂房C区一层

硬件/机械工程师 4 大学本科

1、能够独立完成机械设计、熟悉使用solidworks、cad等绘图软件；
2、熟悉机械设备以及生产制造工艺的流程，了解机械自动化控制相关
知识；
3、本科以上学历；

10000-15000

国际贸易专员 4 大学专科
1、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国际贸易专业优先考虑；
2、英语4-6级，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和良好的英语口语沟通能力

5000-10000

90 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我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美国MTI公司与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合资兴办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主要主要生产氧化物晶体（A--Z)和材料实验
室成套设备。其中包括：箱式炉、管式炉、RTP快速升温炉、镀膜机、
清洗机及新能源锂离子电池研发等相关实验室设备。随着公司的发展壮
大，公司的人力资源建设也在不断完善，公司本着对人才“求贤若渴，
用人不拘一格”的精神以及“纳天锡才士，铸科晶伟业”的理念，为员
工提供大量的成长、锻炼机会。

机械/电气工程师 5 大学专科
1、负责新产品开发及设计；对产品进行升级改进；2、负责设备的安
装调试工作，为相关部门操作人员提供咨询指导；3、要求机械或电气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熟练掌握西门子PLC CAD等绘图软件

5000-7000

任丽丽 13655604547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团山路8号安装调试员 20
1、听从领导安排，完成车间生产任务。
2、服从领导安排，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
3、负责公司产品的安装调试生产

5000-7000

实验室实验员 2 大学专科
1、协助市场部经理完场宣传等工作，设计网络推广、视频剪辑、动画
制作、客户接待、展会等；2、协助客户进行各类实验；3、负责实验
室基础实验与日常维护

5000-7000

91 合肥正威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正威液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现有员工五十余人，其中技
术员十一人，其余员工80%拥有大专以上学历；是合肥市“高新技术企
业新型企业”、“合肥市工业设计中心”。 公司生产设备先进、检测
手段齐全，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机械液压齿轮泵的专业公司，
拥有各种高精密设备，企业产量充足，拥有集装配、性能、气密性测试
为一体的生产线。

技术 2 大学专科

1、大专及以上学历（接受应届毕业生），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及机电
一体化相关专业；
2、能够熟练运用SolidWorks、Pro/E或UG进行三维建模；
3、熟练应用CAD或CAXA绘制工程图；
4、能熟练进行液压件及传动件的测绘与设计

面议

钱朝昆 13721072619 肥西县菖蒲路666号

营销 4 大学专科

1、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及推广；
2、根据市场营销计划，完成部门销售指标；
3、开拓新市场,发展新客户,增加产品销售范围；
4、负责辖区市场信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析；
5、负责销售区域内销售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完成销售任务；
6、管理维护客户关系以及客户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计划

面议

92 合肥智测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3年，是高新技术企业，位于高新区科技实业园。
公司致力于高精度电信号检测、高精度温度检测、高稳态温度场发生及
控制技术，研发生产计量校验仪器设备、检测仪器、传感器等，为用户
提供计量校验、测量控制仪器设备和解决方案。

硬件设计工程师（FPGA设计） 5 大学本科
熟悉电子线路设计，熟悉芯片的应用及底层代码编写，有电子测量仪
器、仪表开发经验者优先

8000-15000

高新区香樟大道168号科技实业园

软件设计工程师（嵌入式） 5 大学本科

1. 精通C++、C#，能够独立编写相关文档；
2.具有基于Windows编程能力，熟悉Windows环境下多线程设计；
3. 熟悉Windows平台数据库编程及数据库管理；
4. 能够熟练使用MFC\QT等工具进行界面软件开发；
5.熟悉串口RS232通信、TCP\IP协议；
6. 拥有Office报表或者水晶报表开发经验；
7. 拥有基于Windows编程的仪器仪表自动化系统软件开发经验者优先

6000-15000

软件设计工程师（上位机） 2 大学本科
熟悉芯片的应用及底层代码编写，能够独立完成新产品软件设计，有
工业产品或电子测量仪器、仪表软件设计经验者优先

6000-15000

区域销售经理、工程师 6 大学专科
1、热爱销售工作，有激情。
2、工作勤恳，责任心强。
3、有计量校准、检测仪器仪表、过程校验等相关行业经验者优先

6000-10000

93 合肥欧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皓元医药-合肥研发中心合肥欧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OCGENE）创
始于2017年，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家在生物科学领域拥有
多项专利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2021年11月被皓元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注资控股，成为皓元医药的合肥生物化学试剂研发中心及产业化
基地。

有机合成高级研究员 25 博士研究生

1.领导项目团队完成项目任务，追踪项目进程；
2.独立承担项目研究，提出工艺优化方案；能独立进行实验操作，同
时承担指导直接下属的实验工作，负责实验室安全运行；
3.对分析知识有一定了解，能配合分析部门对分析方法的选择和开发
工作，对分析方法适用性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
4.主要从事BB分子合成路线的设计，或定制合成项目的合成路线筛选
和工艺优化工作；
5.熟练查阅文献，设计新化合物的合成路线；
6.根据参考文献，独立完成多步反应的小试并进行工艺优化

12000-25000

郭华珍 18155153426 肥西县明珠产业园

有机合成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50 大学本科

1.在课题组长的协助下，能够完成文献的查阅和图谱解析，依据文献
完成化合物合成路线的初步设计；
2.熟练地完成化学反应，并对结果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在协助下完成
具有一定难度的研究项目?；
3.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4.完成并协助小组成员完成项目工作?；
5.清晰完整地完成实验记录，实验报告书

6000-12000

助理分析员/分析员 16 大学本科

1、从事医药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制剂的分析检测工作；
2、负责分析方法的建立和验证,并制定相关方案；
3、负责相关分析仪器的使用和维护；
4、负责对试验数据进行记录、汇总、分析,形成完整、真实、规范的

4000-8000

重组蛋白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0 大学本科

1、负责菌株的构建、筛选和保存，参与编写菌株培养、重组蛋白纯化
的标准操作流程。
2、负责原核或真核生物表达体系，蛋白纯化，蛋白检测，质粒的扩增
和提取，PCR等分子生物实验及其它常规实验室工作，数据的记录整理
等。
3、负责相应蛋白缓冲液的配制以及优化，并如实记录相关实验数据。
4、承担重组蛋白的分析验证，能够进行SDS-PAGE，western blot等相
关实验。

5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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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合肥欧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皓元医药-合肥研发中心合肥欧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OCGENE）创
始于2017年，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家在生物科学领域拥有
多项专利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2021年11月被皓元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注资控股，成为皓元医药的合肥生物化学试剂研发中心及产业化
基地。

分子产品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0 大学本科

1. 参与制定企业新产品研发实施方案，并按照研发实施方案按时、保
质、保量地完成新品研发工作。  
2. 及时发现研发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隐患，提出解决方案后上报相关
领导审批。 
3. 负责新产品的测试工作，并编制各种技术的文件、资料、标准等内
容。 
4. 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上报
相关领导。  
5. 收集、整理各项技术资料并对其进行妥善保管。  

5000-10000

郭华珍 18155153426 肥西县明珠产业园

94 安徽瑞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创明的核心团队在嵌入注塑成型（insert 
molding）、模内装饰成型（IMR、IML、IMF）、多色多物料注塑成型
（multi-color）、热固性制品注塑成型（BMC、LSR）、金属粉末注塑

机械制图 1 大专以上 4000-6000 李小娜 15650683813 安徽高新区明珠产业园2期3栋C 1楼

95 安徽一维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一维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工程车
辆、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整车电控系统、无人驾驶系统产品开发、技术服
务的专业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核心成员既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
产业化经验，拥有10年以上新能源车辆领域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市场
开拓及运营管理经验。公司年产10万台套，产品远销意大利、日本、韩
国、印度、马来西亚、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普工 20
1、年龄18-38周岁（有经验者可放宽年龄），男女不限；
2、身体健康，能适应工厂环境

4000-6500

齐总 15555489866 高新区创新大道90号银瑞科技园内

硬件助理工程师 3 大学专科
1、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及绘图软件，了解电子电路相关知识，有电子产
品的焊接、调试、装配经验；
2、工作积极主动，身体健康；沟通协调能力较好，有一定的现场管理

4000-6000

测试助理工程师 3 大学专科
1.具有一定的电路分析能力，了解电子电路，电子元器件相关知识；
2.可熟练使用各类计量器具及测试工具；
3.工作积极主动，沟通协调能力较好

4000-4500

采购助理 2 大学专科
1、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2、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会excel\word等办公软件
3、良好的职责素养和职业道德，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4000-5000

行政专员 2 大学专科
1、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2、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会excel\word等办公软件
3、良好的职责素养和职业道德，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3500-5000

销售经理 2 大学专科
1、年龄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
2、同类市场5年以上销售经验，熟悉工业车辆行业，有车辆电动器件
相关经验优先考虑

5000-12000

96 合肥市远大轴承锻造有限公司

合肥市远大轴承锻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位于合肥市肥西县上
派镇工业园，主要经营轴承、轴承套圈的销售和技术服务，2021年销售
收入2.2亿元，员工220人。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国、日本、马来西亚
等国家,业务长期稳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工艺员 1 大学本科
1. 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CAD软件；
2. 工作认真仔细，有责任心，积极主动善于沟通

5000-10000

黄婧华 18955120981 肥西县合铜公路边设备维护 3 大学专科
1.有电工上岗证优先；
2.工作认真仔细，有责任心，积极主动善于沟通

5000-10000

热处理技术员 1 大学本科
1. 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CAD软件；
2. 工作认真仔细，有责任心，积极主动善于沟通

5000-10000

97 合肥南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合肥南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工业聚集
区内，经过几年不懈努力，企业从单一的十字轴制造厂发展成现在集铸
造、精加工、热处理为一体化的企业。公司现有厂房约三万平米。现有
员工100多人，拥有各类机械设备150多台，产品主要为江汽集团、北汽
福田、华菱重卡等大型汽车企业配套。

技术部部长 1 大学专科

1、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2、有模具设计、工装设计和产品研发流程控制经验者优先；
3、熟悉电脑常用软件（CAD、UG）以及相应的辅助设计软件（相关二
维三维软件设计制作）；
4、细心、逻辑思维强、善于沟通、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5、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够管理技术部日常的生产工作，以及人
员管理的工作。能独立完成相关的设计研发工作。

10000-15000

彭君 18055128262 肥西县工业聚集区南方路

三维制图 1 大学专科

1、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及机电相关专业毕业；
2、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3、熟练使用二维AutoCAD和三维Pro/E 或Solidworks或UG等相关软
件；

7000-10000

98 合肥科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销售 3 大学本科
1.熟练运用英语，能熟练的和客户口语交流；
2.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8000

唐安川 13215690533 肥西县上派镇工业聚集区
内贸销售 3 大学专科

1.口齿伶俐，有一定的社交能力；
2.对自动化设备产线的了解；
3.优秀的人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8000

外贸售后 3 大学专科
1.能基本运用英语，与客户进行口语交流；
2.对自动化设备产线的了解

4000-7000

99 肥西县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大润发”是会员制大型连锁综合超市，于1998年7月在上海开设第一
家大型超市，截止2020年6月已在中国大陆地区成功开设416家综合性大
型超市，遍布华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五大区域，服务覆盖全国
29个省市及自治区，拥有十多万名员工和十万多名导购，每天为四百多
万为顾客提供服务。2011年高鑫零售公司成立，旗下拥有“大润发”与
“欧尚”两大零售品牌，同年7月在香港公开上市，2019年高鑫零售整
体营业额达1018.68亿人民币。2017年11月阿里巴巴集团战略投资高鑫

储备干部 2 大学专科

2021、2022年大专、本科应届优秀毕业生（男女不限），专业不限，
性格开朗，愿意接受新事物，有良好的沟通协调、执行力、学习能力
强，喜爱零售行业，愿意接受区域省内工作调动，有管理能力/潜质。
入职后经过未来30个月的培养，成长为门店生鲜、快消、百货、新零
售等部门理级管理人才，60个月后成长为店总，共同助力大润发&欧尚
版图/业态扩展。

5500 胡玲玲 13637086083
肥西县上派镇青年路与金寨南路交叉口西北

角

100 安徽合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合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非标成套机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公司在践行中不断改进、创新与自我突破；公司生产规模、自动化
程度、设备科技含量、产品销售覆盖率均居同行业首位，客户涵盖海尔
、海信、美的、格力、惠而浦等国内外头部家电企业

机械设计工程师 2 大学本科

1、电气、机电、测控相关专业，具有非标自动化设备工程实践经验者
优先；
2、具备对现有生产线控制系统进行调查、分析、改善的能力；
3、熟悉电气布线、电气控制柜设计、电气部件选型等；
4、精通PLC编程、触摸屏、传感器、变频器、伺服系统等技术，可独

5000-8000

白金鑫 13693662276 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云霄路-2号电气控制工程师 2 大学本科

1、能根据各项目的安装工艺要求进行组装，并在组装过程中发现问
题，及时和设计师沟通解决。
2、熟悉结构件组装，具备装配识图、设备维护、保养、机械安装及调
试能力。
3、在安装需要的情况下，能进行简单焊接等特殊作业

4000-6000

装配钳工 6 大学专科

1.大专以上学历，2年以上数控机床设备操作经验者优先；
2.熟悉G代码，具备手工编程能力；
3.动手能力较强，可以刃磨常用刀具；
4.有CNC机器的实际操作经验，能够看懂图纸；
5.熟悉FANUC、西门子数控系统的数控编程

40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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