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5

1、985或211高校硕士、博士学历，
环保、化工、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优先；
2、有志于长期从事环保水处理行
业，能适应上午出差；
3、有较强的学习、沟通能力，良好
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承压能力；
4、2021届、2022届毕业生优先。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分公司总经理/区域销售

总监/经理
本科 100

1、热爱销售工作，有志于长期从事
环保工程行业，能适应长期出差；
2、环境工程、化工、营销类等专
业，具有水处理行业销售相关经验者
优先；
3、具有大客户销售经验和市场开拓
意识，有较强的学习沟通能力，思维
活跃，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承压
能力，能吃苦耐劳，亲和力强善于交
际。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秘 本科 1

1、拥有IPO项目全盘操作的成功案
例，有一定的商务谈判经验；
2、精通主板，科创板上市项目操作
流程；
3、熟悉股东会、董事会工作内容、
操作流程，熟悉国家有关股东会、董
事会的法律、法规；
4、具备5-10年以上证券、金融、投
资、咨询、财务领域的工作经验；
5、有能力拓展各类型金融机构（银
行、券商等）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建立稳定的合作渠道，具有优秀的协
调、公关、谈判、执行能力；
6、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严谨的逻
辑思维能力，系统分析能力。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副总工 本科 4

1、 45周岁以内,本科以上学历，环
境工程、给排水工程等专业；生化经
验丰富者优先；
2、10年以上水处理相关工作经验，5
年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熟悉零排
放（分盐、蒸发），高盐、垃圾渗滤
液等工艺，熟练掌握给排水处理工艺
、技术、设备知识并具备相关工程项
目的实施能力；
3、具有战略思维，能制定技术中长
期发展规划，熟悉掌握相关工程设计
规范和标准，能独立完成各阶段工程
项目的方案编制和项目管理；精通工
业污水处理工艺，了解国内外水处理
技术变化趋势，组织研究论证新技术
实施；具备较强的水处理技术信息的
感知能力；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创新能
力；
4、团队管理能力强，负责工程、技
术人员的管理和培养。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膜研发工程师 本科 3

1、化学、材料、环境工程、流体力
学等相关专业；
2、超滤、纳滤、反渗透膜制备研究
方向；
3、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有膜研
发与应用相关项目申请经验；
4、熟练使用常见办公及绘图软件，
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及处理能力；
5、具备较强的信息收集及分析能力
、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撰写能力；
6、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应变
能力；
7、吃苦耐劳，性格开朗大方，适应
环境能力强，执行能力强。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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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5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工
程、给排水、化学等相关专业；
2、熟练使用CAD二维制图软件，熟练
掌握应用设计手册及规范；
3、具备回用水、废水零排放、高盐
水回用项目工艺设计2年以上工作经
验；
4、能独立完成回用水、废水零排放
、高盐水回用项目详细方案设计；
5、了解电气、仪表控制等相关专业
知识；
6、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本科 12

1、熟练使用CAD制图软件、西门子编
程软件，熟练掌握西门子1200、1500
、wicc等PLC编程技术；
2、电气自动化PLC、上位机编程调试
经验3年以上工作经验；
3、有水处理行业膜工艺相关经验优
先；
4、能适应经常出差。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本科 6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相
关专业；
2、熟练使用制图软件；
3、有机械设备设计、综合产品研发
经验，能进行管道流速、压力试验、
机械强度等方面的计算，拥有有限元
、材料学分析能力；
4、有高密池系统、沉淀系统、膜系
统（超滤，纳滤，反渗透）系统工作
经历者优先（其一）；
5、有膜工艺水处理设备设计、外语
能力优秀者优先。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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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本科 5

1、本科及以上学历，给排水、环境
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安装等专业；
2、具有5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具备
从项目实施到验收全过程管控经验；
3、具备常用办公软件操作及项目报
表制作的能力，熟悉国家相关政策与
法规；
4、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
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具有全局意
识；
5、能接受长期出差；
6、有一建证书（项目经验丰富者可
适当放宽条件）；
7、有国内大型环保企业从业经验者
优先考虑。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本科 1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化工、安全
、环境、建筑等专业；
2、从事过化工生产安全管理或者炼
油行业安全管理工作8年以上；
3、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优先；
4、身体健康，抗压性强。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员 本科 6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安全工
程、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工民建等
相关专业；
2、3年及以上施工现场安全工作经
验，具有大型施工项目现场安全管理
工作经验者优先；
3、熟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技
术标准规范、建筑、施工管理等方面
的知识；
4、具备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责
任心强；
5、能接受长期出差。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融资总监 本科 1

1、金融、财务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具有5年以上投融资相关工作经
验。 具有典型、重大投融资工作成
功经验；
2、精通商业计划书编制、精通投资
投前尽调工作、投后管理、融资资料
准备工作。深厚文字功底，精通电子
表格；
3、具有良好的融资分析能力和判断
能力；
4、熟悉市值管理，金融知识扎实，
熟练掌握融资流程和专项业务知识；
5、有较强的谈判技能，具备良好的
沟通能力；
6、具有丰富的融资渠道和业内广泛
的人际关系。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专员 本科 1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
、工商管理相关专业优先；
2、2年及以上招聘工作经验，有制造
业相关行业经验优先；
3、具备良好的沟通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本科 5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财务管理
、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电气等相
关专业），5年以上大中型制造业同
岗位工作经验；
2、掌握合同法、民法、税法等法律
知识，熟悉五金类、钢材类、机械类
、电气类（至少熟悉其中一类产品）
产品规格型号、质量标准、技术要求
特征及采购渠道，具备一定的谈判技
巧；
3、具有较强的谈判技能、组织协调
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职业操守
、责任心强，工作认真细致；
5、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有较强
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基础；
6、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和抗压能力
。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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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氩弧焊工 学历不限 4

1、熟悉氩弧焊机，有氩弧焊经验；
2、能独立焊接管道，单面焊双面成
型；
3、焊过压力容器，压力在5MPa以
上；
4、能独立焊不锈钢管道、特殊防腐
管道。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学徒工 学历不限 20

1、专科以上学历；
2、有制造业从业经验优先；
3、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动
手能力强。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瑞达路1号 陈亮 18654810531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制冷工程师 本科 5
HVAC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相
关设计研发经验至少2年以上，有知
名中央空调公司设计经验者优先。

5000-10000
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顿汉

布什路1号
柴晓晨 15762710936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售后维修工程师 大专 5
制冷、暖通或者电气专业毕业，2年
以上空调厂家从业经验，条件特殊优
秀者可以适当放宽。

5000-10000
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顿汉

布什路1号
柴晓晨 15762710936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焊工 学历不限 10
有焊工上岗证，熟练操作二保焊或者
氩弧焊，能看懂焊接技术图纸

5000-10000
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顿汉

布什路1号
柴晓晨 15762710936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制冷工 大专以下 2
制冷或者电气专业毕业，制冷证、电
工证有一个即可

3000-5000
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顿汉

布什路1号
柴晓晨 15762710936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装配电工 学历不限 3 有电工上岗证，能看懂电路图纸 3000-5000
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顿汉

布什路1号
柴晓晨 15762710936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装配钳工 学历不限 5
有相关工作或者实习经验，能看懂机
械图纸；

3000-5000
莱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顿汉

布什路1号
柴晓晨 15762710936

爱尔泰电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 组装 学历不限 2 初中以上学历，能接受倒班工作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28号 崔雪宁 15666903611

爱尔泰电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 外观检查 学历不限 2 初中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28号 崔雪宁 15666903611

烟台鸿田电子有限公司 品质检查 2 中专以上学历 3000-5000 莱山区顿汉布什路9号 任总务 15275560566

烟台鸿田电子有限公司 普工 15 长白班 3000-5000 莱山区顿汉布什路9号 任总务 1527556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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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鲁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大专 1

1、会计或金融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中级会计师及以；
2、5年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有高
企、进出口企业工作经历，熟悉出口
退税业务；
3、熟悉会计、审计、税务、财务管
理、会计电算化、相关法律法规；
4、熟练掌握高级财务管理软件和办
公软件；
5、出色的财务分析、融资和资金管
理能力；
6、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
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7、精通英语或有海外留学经验者优
先。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翔宇路1号 耿双涛 13325169551

烟台鲁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大专 2

1、应届毕业生、有无经验均可；
2、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与
客户、公司各部门进行良好的沟通协
调；
3、具备应变能力，遇到客户、顾客
投诉能进行良好的沟通解决，维护企
业的声誉；
4、善于学习，能快速掌握销售技巧
。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翔宇路1号 耿双涛 13325169551

烟台鲁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班车司机 学历不限 1
1、具有B1驾照；
2、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3、服从管理，认真负责。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翔宇路1号 耿双涛 13325169551

烟台鲁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工人 学历不限 30

1、车间包装挑选操作员，女工年龄
18至45周岁，男工有装卸、搬运等工
作内容，年龄要求22至45周岁。
2、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史。
3、品行端正、责任心强、无不良嗜
好，服从管理。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翔宇路1号 耿双涛 1332516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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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鲁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报关报检员 大专 1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一年以上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3、熟悉相关报检流程，熟悉相应的
国家法律法规，持有报检员资格证者
优先考虑；
4、具备一定的沟通及处理问题的能
力，具有一定英语能力；
5、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工作细心
负责。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翔宇路1号 耿双涛 13325169551

烟台通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计划 本科 1
有过汽车零部件生产计划的工作经
验，熟悉ERP系统，熟悉英文

面议
福山区金山路126号（今年
八月搬迁到莱山区捷爱斯

路12号）

徐宁 13455533889

烟台通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本科 1 汽车行业质量相关工作经验 面议
福山区金山路126号（今年
八月搬迁到莱山区捷爱斯

路12号）

徐宁 13455533889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电工 学历不限 5 电工类专业优先，能出差者优先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 学历不限 1
熟悉机械产品零件名称，知晓采购流
程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探伤工 学历不限 1 服从安排，认真完成工作 5000-10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司机 学历不限 2 熟悉路线，工作态度严谨负责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本科 5
熟练使用CAD、Solidworks等设计软
件

5000-10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工程师 大专 5
掌握机械制图知识，熟练应用计量器
具

5000-10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焊接工艺工程师 大专 5
掌握金属材料类先关知识，精通焊接
工艺及ASMEIX

5000-10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车工 学历不限 1 有经验者优先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 大专 5 有经验者优先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 大专 3 从事管理工作，有服务意识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资料员 大专 2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对ERP有了解优
先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 内勤 大专 5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财会专业优先 3000-5000
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大展街

211
陈俊 18300511702

烟台蓝德空调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代表 大专 5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客户
沟通及商务会谈能力，有服务意识。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蓝德路3号 刘女士 6726579

烟台蓝德空调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支持 本科 2 热能动力，建筑环境等相关专业。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蓝德路3号 刘女士 6726579

烟台蓝德空调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学历不限 5 有电工上岗证，应届也可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蓝德路3号 刘女士 6726579

烟台蓝德空调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制冷工 学历不限 5 有制冷工上岗证，应届也可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蓝德路3号 刘女士 6726579

烟台聚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2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山

海路555号
隋朗朗 18663839887

烟台聚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2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山

海路555号
隋朗朗 18663839887

烟台聚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装配工程师 3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山

海路555号
隋朗朗 18663839887

烟台聚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安装工程师 2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山

海路555号
隋朗朗 18663839887

烟台聚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仓库叉车工 1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山

海路555号
隋朗朗 18663839887

烟台立信木业有限公司 生产工人 学历不限 8 男工55以下；女工45以下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18号 宋晓沛 13053539308

烟台立信木业有限公司 装箱工人 学历不限 1 男性，能吃苦耐劳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18号 宋晓沛 13053539308

烟台福祖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生产工人 学历不限 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轸大路3199

号
王莎莎 18563815708

烟台火炬特种高温陶瓷有限公司 工艺助理 本科 1
无机非金属专业或材料工程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男性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9号 许明村 15953500618

烟台火炬特种高温陶瓷有限公司 生产工人 学历不限 5 设备操作与生产计划执行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9号 许明村 15953500618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海普制盖有限公司 注塑工程师 大专 1

大专以上学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模具设计与制造、高分子材料、机
械类等相关专业，应往届优秀毕业生
及能力优秀者均可

5000-10000 莱山区海普路1号 高贯龙 18364531217

烟台海普制盖有限公司 智能工程师 本科 1

机电一体化或电气等相关专业本科以
上学历，3年以上电气自动化控制领
域工作经验；能独立编写PLC程序；
熟悉机器人、伺服、CCD等编程；有
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

5000-10000 莱山区海普路1号 高贯龙 18364531217

烟台海普制盖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师 本科 1

1.熟练使用Solidworks、CAD等设计
软件，能够独立进行机械设计
2.机械制造设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
3.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3年以
上机械设计方面的工作经验

5000-10000 莱山区海普路1号 高贯龙 18364531217

烟台海普制盖有限公司 塑模钳工 大专 1

1、从事注塑模具装配5年以上经验，
熟练操作相关设备的使用；2、熟悉
模具结构、了解所使用塑料性能，掌
握模具技术图纸；

5000-10000 莱山区海普路1号 高贯龙 18364531217

烟台海普制盖有限公司 一线生产员工 学历不限 10 适应倒班工作 3000-5000 莱山区海普路1号 高贯龙 18364531217

烟台海山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二保焊工 学历不限 不限 有焊工证 面议 莱山区海霸路1号 张成功 13256995706

烟台海山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数控车、铣工 学历不限 不限 能熟练操作数控铣床 面议 莱山区海霸路1号 张成功 13256995706

烟台海山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电工 学历不限 不限 有电工证 面议 莱山区海霸路1号 张成功 13256995706

烟台海山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塔机安装工 学历不限 不限 有经验者优先、有证 面议 莱山区海霸路1号 张成功 13256995706

烟台水务清泉有限公司 水厂运行工 大专 6

1、大专以上学历，机电维修相关专
业毕业
2、年龄在40周岁以下，要求取得电
工上岗证。具有机电维修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工西解甲庄 万鲁英 2951972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杰瑞工业服务集团 维修服务工程师 学历不限 20

1、大专及以上学历，汽修类相关专
业，有售后维修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
2、够接受较高频度的出差，单次出
差周期为2-3周；年累计出差天数约
为180天左右。
3、能接受艰苦的出差环境。
4、较强客户服务意识，能为客户解
疑答惑，能满足客户提出的需求。
5、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协调
能力。
6、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专业知识
技术功底。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邹玉 18553525476

烟台杰瑞工业服务集团 销售工程师 学历不限 10

1、教育水平：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
2、经验：有工业产品类终端客户销
售经验者优先考虑。
3、核心胜任力：热爱销售、有销售
韧性，思维灵活。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邹玉 18553525476

烟台杰瑞工业服务集团 采购工程师 本科 10

1、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英语六级
及以上水平，对英语语言应用及提升
有兴趣。
2、对国际采购工作有热情，愿意长
期从事采购类工作。
3、有一定的沟通谈判能力,工作认真
踏实、吃苦耐劳、有上进心。
4、熟悉外贸业务流程、与外贸相关
的法律法规和财务知识者优先考虑。
5、有机械背景或机械类销售支持工
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邹玉 18553525476

烟台杰瑞工业服务集团 销售管理专员 本科 5

1. 教育水平：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
。
2. 经验：三年以上数据分析、销售
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有销售经验者
优先考虑。
3. 核心胜任力：善于思考，思维灵
活，勇于接受挑战。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邹玉 18553525476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振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员 大专 1
熟练使用电脑，有责任心，抗压能力
强，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专科及
以上学历，有经验者优先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三垒路5号 乔洪艳 2106577

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学历不限 10

1、市场营销专业或受过市场营销方
面培训者优先；
2、1-2年以上销售行业工作经验，业
绩突出者优先；
3、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
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
力；
4、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
力，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
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
力；
6、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

5000-10000 莱山区迎春大街129号 柳丽丽 6718879

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工程师 大专 10

1、电子、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具有1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能适应常
年出差。

5000-10000 莱山区迎春大街129号 柳丽丽 6718879

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安装 学历不限 10

1、20周岁以上，中专以上学历；
2、1年以上生产制造型企业工作经
验；
3、有电工、焊工、钳工经验者优先
考虑；
4、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能适应常
年出差。

5000-10000 莱山区迎春大街129号 柳丽丽 6718879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 售前技术支持 本科 5

1. 计算机相关专业，熟悉计算机及
网络相关知识，熟练CAD制图；
2. 具有弱电系统经验（主要是综合
布线、通信机房设备安装/调试、计
算机网络系统、安防系统等）；
3. 熟悉弱电行业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等，具备较强的项目及团队管理协调
能力；
4.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能适应短期出差；

5. 公司负责整体全面的培训。

5000-10000 莱山区迎春大街129号 柳丽丽 6718879

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本科 5

1、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
2、熟悉JS、JAVA、python语言, 熟
悉 SpringBoot + Vue框架, 有1-3
年web编程经验者优先；
3、熟悉MySql等关系型数据库, 了解
redis/MongoDb/消息队列/容器化等
技术者优先;
4、具备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能力，
以及较强的逻辑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
能力；
5、富有团队精神和责任感,有流畅沟
通的能力,对技术保持热情和探索精
神,关注行业动态,拥有独立思考能
力.

10000-15000 莱山区迎春大街129号 柳丽丽 6718879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 本科 3

1、负责区域内现有客户维护，及新
市场、新客户开拓；
2、市场信息收集，竞争对手情况收
集，客户需求了解，建立完善的市场
和客户信息档案；
3、及时跟进销售过程中出现的各类
问题；
4、销售数据统计，应收账款跟进；
5、接收客户的投诉信息，并将相关
的信息传递到公司的相关部门；
6、负责客户产品报价工作；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报价工程师 本科 1

1、负责沟通客户需求、介绍产品、
解答客户疑问，及时做好客户信息登
记；
2、负责现场尺寸现场测量，并与客
户有效沟通，充分了解客户要求，做
好记录；
3、负责产品报价单的拟定，合同的
拟定和客户签定合同，项目工程款回
款及售后服务；
4、与技术部和质量部有效沟通，做
好信息互通，规避产品报价中出现疏
漏问题；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员 本科 1

1、编辑安全、环保资料及档案；
2、组织安全培训，做好记录及考核
工作；
3、日常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技术员 本科 5

1.负责修订、维护容器焊接质量保证
体系，监督，指导此体系在车间的执
行，保证容器产品符合质量要求；
2.负责按容器焊接质量体系文件，组
织实施焊接工艺评定过程，审核焊接
工艺评定的各项文件；
3.负责容器焊接工艺编制和过程优
化；对工艺进行审核并指导焊接技术
员工作；
4.负责焊接部件相关工装、工具等方
案的设计、审查和设计制造中的技术
协调；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技术内勤 本科 1
1.负责打印、下发图纸，负责整理技
术档案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机械制图 本科 2 负责编制NC切割程序的编制工作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过程检验员 大专 3

1、根据国际和国内规程/标准/规范
和客户技术规格书执行压力容器或承
压部件的全过程质量检验，，并做好
相关检验记录；
2、根据公司要求整理产品资料并转
交资料员；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机械维修 大专 3
熟悉行车、焊接、NC切割机、机加工
设备维修、保养工作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焊工 学历不限 15
5岁以下，有焊工证，负责压力容器
产品焊接工作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铆工 学历不限
5 45岁以下，有压力容器铆焊工作者优

先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操作工 学历不限 10
45岁以下，初中以上学历，有穿管、
打磨、试压、喷漆、NC切割操作经验
者优先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马丽霞 13573509816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本科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建筑电气及自动化
等相关专业，5年以上现场管理工作
经验；熟悉材料、工艺及市场价格，
掌握现行施工技术规范和流程，具备
解决施工疑难问题的能力；诚实勤奋
、求知上进，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
力和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强。

10000-15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钢结构设计师 本科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结构工
程相关专业，5年以上设计单位设计
工作经验，主持过大型项目的结构设
计，有钢结构工程设计经验，具备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熟练使用PKPM、
3D3S等结构设计软件。

10000-15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外贸营销经理 本科 1

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工程相关
专业，熟悉钢结构/门窗产品加工和
工程施工流程，5年以上国内外大型
钢结构企业销售或施工经验，具有大
型工程承揽、成交的成功经验。具有
优秀的沟通表达和理解能力、公关能
力，拥有行业资源者优先。

面议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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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成本会计/主管会计 本科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财经类院校会计、
财务管理专业，35岁以内，具备有初
级及以上职称；熟悉财税法律规范，
会计专业知识扎实，能独立完成会计
各项事务和公司账务事项，具备5年
以上会计工作经验，3年以上地产工
作经验；熟练使用Office等办公软件
及金蝶财务软件，责任心强、严谨踏
实、条理性强、工作仔细认真。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专员 本科 1

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3年以上房地产、建筑行业人力资源
专业工作经验，熟悉人力资源各大模
块，擅长招聘、绩效、薪酬领域优
先，具有良好的书面、口头表达能
力，具有亲和力和服务意识，沟通领
悟能力强，有良好的执行力及职业素
养。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储备项目经理 本科 5

本科以上学历，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具有两个以上大型工程施工管理业
绩，10年以上施工单位现场管理经
验，具备一级建造师证书、安全项目
负责人B证，适应长期驻场工作。

面议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土建技术员 本科 5

本科以上学历，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具有3年以上施工单位现场管理经
验，品行端正，踏实肯干，具有建造
师证书者优先。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安装技术员 本科 5

本科以上学历，给排水/电气相关专
业，具有3年以上施工单位现场管理
经验，品行端正，踏实肯干，具有建
造师证书者优先。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装饰技术员 本科 2

本科以上学历，土木工程/建筑装饰
工程/环境设计等相关专业，从事装
饰装修行业3年以上；综合素质强，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学习能
力；诚实勤奋，求知上进，具有建造
师证书者优先。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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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安装造价员 本科 5

本科以上学历，电气/给排水等相关
专业，3年以上总承包单位相关工作
经验，熟悉各专业计量规则，熟练掌
握预决算、工程量计算相关软件，诚
实勤奋、求知上进，具有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和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
强。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资料员 本科 2

本科以上学历，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2年以上总承包单位资料员工作经
验；工作认真细致，学习能力强，有
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电工/管道工 学历不限 20

45岁以下，有一年以上水电安装施工
经验，电工需持有电工上岗证，身体
健康、踏实肯干，适应现场工作环境
。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车间铆工 大专以下 5
45岁以下，身体健康、踏实肯干。熟
练掌握二保焊，有焊工证、能识图。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车间数控操作工 大专以下 2

40岁以下，身体健康、踏实肯干，有
数控机床操作经验，能进行数控编
程，可操作行车者优先。可招收应届
毕业生。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车间设备维修工 大专以下 1

40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5年以上
设备维修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各类加
工设备的机械、电气维修技能，具有
大型生产制造单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资料员 大专 1

专科以上学历，安全工程相关专业，
1年以上钢结构加工或生产制造行业
车间安全管理工作经验，掌握制造行
业安全管理规范和安全管理体系要
求，熟悉应急局等相关安全监管部门
工作要求，工作严谨、细致耐心，可
招聘优秀应届毕业生。

面议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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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飞龙建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门窗设计师 本科 2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幕墙/机
械设计等相关专业，3年以上门窗行
业相关工作经验；能够进行结构计
算，熟练运用结构计算软件；专业知
识、技能扎实，勤奋进取，具有较强
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学习能力，团队合
作意识强。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市飞龙建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门窗技术员 本科 3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幕墙/机
械设计等相关专业，3年以上门窗行
业相关工作经验，具有建造师证书优
先，可接受优秀应届毕业生。

5000-10000 莱山区飞龙路1号 宋苗苗 0535-6719200

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 销售 学历不限 6 有经验者优先 面议 莱山区宝源路3号 曹丽娟 6715388

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本科 1
熟练使用CAD、Solidworks等设计软
件

面议 莱山区宝源路3号 曹丽娟 6715388

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本科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宝源路3号 曹丽娟 6715388

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 车间工人 学历不限 10 40岁以下，有无工作经验均可 面议 莱山区宝源路3号 曹丽娟 6715388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外籍总经理助理 本科 1
英语流利，抗压能力强，年龄25-
40，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HR高级专家 本科 1 英语流利，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车间工人 学历不限 5 踏实肯干，适应倒班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叉车工 学历不限 1 有叉车证，踏实肯干，适应倒班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办公室文员 大专 5
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沟通能
力，抗压能力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本科 2 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本科 2
机械专业或汽车行业背景，有经验者
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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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应用工程师 本科 2
机械专业或汽车行业背景，适应出
差，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质检员 学历不限 2 适应倒班，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行政司机 学历不限 1
执行办公室出车任务和总经理安排的
其他事务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 IT高级技术主管 本科 1 英语流利，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面议 莱山区盛泉东路2号 秦晓莉 18106381122

烟台奥星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本科 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面议 莱山区瑞达路9号 于女士 3725800

烟台奥星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 学历不限 有经验者优先 面议 莱山区瑞达路9号 于女士 3725800

烟台奥星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本科 面议 莱山区瑞达路9号 于女士 3725800

烟台奥星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配盘电工 学历不限 有经验者优先 面议 莱山区瑞达路9号 于女士 3725800

烟台大力神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 学历不限 2 有电工证。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顿汉布什路6

号
张洪玲 13854581289

烟台大力神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数控铣操作工 学历不限 2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顿汉布什路6

号
张洪玲 13854581289

烟台大力神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维修钳工 学历不限 2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顿汉布什路6

号
张洪玲 13854581289

烟台凌宇粉末机械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 大专 2

1、大专及以上学历，国际贸易、商
务英语类相关专业；
2、2年以上贸易领域业务操作经验，
有外企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
3、熟悉贸易操作流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具备贸易领域专业知识；
4、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较好的计
算机操作水平，有报关证等相关贸易
操作证书者优先考虑；
5、具有良好的业务拓展能力和商务
谈判技巧，公关意识强，具有较强的
事业心、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处事能
力，勇于开拓和创新。

5000-10000 烟台莱山区隆昌路6号 于爱娣 1836388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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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本科 5 电气自动化专业 5000-10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售后工程师 大专 5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5000-10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大专
5

电气、化工、机械相关行业优先 5000-10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盘柜工 学历不限 5 身体健康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大专 3 熟悉.NET/C#开发语言 5000-10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质检工程师 大专 3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5000-10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 大专 1 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优先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信谊电器有限公司 装配工程师 学历不限 5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翔宇

路19号
崔元丽 15692359301

烟台东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研发员 本科 1 热动、暖通、建筑工程等相关专业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桐林路31号 齐女士 17616033722

烟台东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管理员 大专 1
负责部门日常项目现场管理，协调现
场各方，保障项目顺利竣工。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桐林路31号 齐女士 17616033722

烟台东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水暖维修技师 大专 2
负责日常管道维修，负责新建换热站
工艺施工，采暖期运行值班及入户维
修、供热抢修。

面议 烟台市莱山区桐林路31号 齐女士 1761603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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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本科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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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使用Autocad精通
Solidworks或Catia等常用绘图软件
进行造型和出图；
（3）具备良好的产品机械结构设计
和外观设计知识，熟悉各种机械材料
、加工工艺、工装夹具、气动和传动
机构设计，动手能力强，专业基础扎
实；
（4）具备自动化设备结构设计经验
者优先，有专业工业设计公司工作经
验的优先；
（5）工作积极主动，有责任心，有
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精
神；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金都路6号 徐女士 15763807916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 本科
5

1、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学历应届毕业生，或有1-2年实际使
用C++开发的经验;
2、能熟练运用QT开发库；熟练使用
QT Creator或Visual Studio开发工
具;
3、了解Socket 编程、TCP/IP协议
。熟悉多进程、多线程及之间的通讯
、消息队列等编程知识；
4、要求有独立项目/模块开发经验，
熟悉C/S架构;
5、C#和QT都熟悉的优先考虑。
6、熟悉RS232、485、422等，有上
位机开发经验优先。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金都路6号 徐女士 157638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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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 本科
5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电
子、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C# 基础扎实(多线程，委托，
反射等技术)，有C#.Net和WinForm
应用项目经验；熟悉oracle、MySQL
等数据库；
（3）熟悉图形界面开发、网络编程
、串口通信、多线程、进程间通信等
常用技术；
（4）有工业自动化控制相关项目开
发经验优先；
（5）熟悉Web Service等接口技
术，并且有实践经验优先；
（6）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承压能
力，富有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具有
一定文档编写能力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金都路6号 徐女士 15763807916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Java 本科
5

1）练使用JAVA开发语言，熟悉基于
B/S架构的软件研发工作；
2）熟悉Oracle、SQLSERVER等数据
库的使用；
3）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
4）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
5）能承受驻点出差的工作。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金都路6号 徐女士 15763807916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项目管理 本科 1 有较好的文字编辑能力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金都路6号 徐女士 15763807916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研发序列 本科 70 面议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金都

路6号
姜女士 0535-2916985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营销序列 本科 70 面议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金都

路6号
姜女士 0535-2916985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序列 本科 60 面议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金都

路6号
姜女士 0535-2916985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质量QA 大专 2
药学、中药学等相关专业。熟悉GMP
相关知识。

3000-5000 莱山区金斗山路5008号 孙晨辉 18865530654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营销部部长 大专 1

1、专科及以上学历，行政管理或机
械类相关专业；
2、3年以上办公室主任工作经验，有
制造业经历，具有一定的营销知识、
财务知识；
3、具有较强的执行力，时间管理能
力；
4、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文字表达
、组织协调能力，团队意识强；
5、处事客观公正、严谨负责、富有
开拓精神和创造力；
6、熟练使用常用办公软件。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主管 大专 1

1、5年以上工作经验，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
学历。
2、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各大板块实务
操作流程，能够熟练操作薪酬体系的
搭建及调整。
3、熟悉国家各项劳动人事法规政
策，对劳动纠纷处理有一定经验。
4、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分析判断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
作意识、有责任心、能够吃苦耐劳。
5、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大专 2

1、熟练使用AutoCAD等绘图软件进行
机械设计；
2、熟悉机械加工工艺，能独立解决
机械设计/制造问题；
3、精通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
材料与零件加工，熟悉公差配合的机
械理论基础，能独立进行产品设计；
4、熟悉机械制造流程，熟悉工厂现
场加工指导，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员

大专 2

1、专科以上，3-5年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会计工作流程。
2、熟悉国家税务法律法规和政策，
熟悉税务流程，熟练总账核算，编制
财务报表，报税，日常账务处理。
3，熟练金蝶软件和日常办公软件。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员 大专 1
熟练CAD制图软件，有生产设备管理
经验。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焊接工 大专 4

1、2年以上安全员工作经验；
2、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善于与他人
沟通；
3、身体状况能够适应本职工作的要
求。

3000-5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普工 学历不限 6 专业从事焊接工作经验 5000-10000 莱山区恒辉路1号 吕女士 16653531367

山东婴儿乐股份有限公司 烟威商超经理 大专 1

1、40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有快
消品行业经验；
2、熟悉KA操作流程和运作模式；对
接过家家悦采购；
3、自律性高，性格严谨、开朗，具
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5000-10000 莱山区杰瑞路17号 姜女士 0535-6608626

山东婴儿乐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应届毕业生） 本科 2

1、食品类、生物类专业本科学科以
上的应届毕业生；
2、形象好，气质佳；
3、接受出差，吃苦耐劳，沟通协调
能力、执行力强。

5000-10000 莱山区杰瑞路17号 姜女士 0535-6608626

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服务工程师 大专 10

1、 自动化及相关专业；
2、 能适应长期出差；
3、具有一级/二级建造师证书的优先
考虑。

5000-10000 芝罘区机场路2号 姜女士 0535-552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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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大专 6

1、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大
专以上学历；
2、对销售工作业务流程比较了解；
3、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责任心强；
4、熟练掌握office等办公软件，具
备一定的文案编写及整理能力。
5、能接受国内长期出差。；
6、具有一级/二级建造师证书的优先
考虑。

面议 芝罘区机场路2号 姜女士 0535-5520558

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本科 3

1、通信、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2年以上Java工作经验，具备初步
的架构能力和较强的开发能力；
3、熟练应用多种JAVA设计模式，并
在实际的项目中有比较丰富的应用经
验；
4、能够熟练应用
JSP/Servlet/JavaScript等WEB开发
技术；
5、熟练掌握springBoot、mybatis
、Hibernate等开源技术框架并对底
层实现原理有一定认识；
6、掌握数据库的开发、配置、管理
、调试，熟练掌握SQL查询优化;
7、具有一级/二级建造师证书的优先
考虑。

面议 芝罘区机场路2号 姜女士 0535-5520558

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软件测试工程师 本科 1

1、通信、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执行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回归
测试等日常版本测试工作；
3、设计测试用例，对测试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及时跟踪和反馈，分析和解
决问题；
4、了解性能测试工具LoadRunne或
Jmeter，会使用SVN、禅道等工具进
行测试方面的工作；

5000-10000 芝罘区机场路2号 姜女士 0535-552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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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方案设计工程师 本科 1

1、计算机、自动化相关专业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
2、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出色的
技术文档编写和整理能力；
3、具有燃油、燃气、能源行业背景
知识优先，具有一级/二级建造师证
书的优先考虑。

5000-10000 芝罘区机场路2号 姜女士 0535-5520558

山东国研自动化有限公司 硬件开发工程师 本科 2

1. 电子工程、自动化或计算机类本
科（或以上）学历；
2. 有较好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
单片机基础知识；
3. 熟悉硬件开发原理图，具备简单
的PCB设计开发能力；
4. 具有良好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基础
知识；
5. 具备优秀的科学素养，学习和动
手能力强，有良好的的团队协作和沟
通能力，有责任意识和上进心；
6、具有一级/二级建造师证书的优先
考虑。

面议 芝罘区机场路2号 姜女士 0535-5520558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大专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本科 3

(1) 专科及以上学历；
(2) 1-3年以上机械设计及相关领域
工作经验；
(3) 掌握机械设计、机械加工等理论
知识，了解焊接、液压等基础知识；
(4) 熟练使用二维绘图软件和三维绘
图软件。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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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本科 2

(1) 电气自动化、自动化仪表、机电
一体化等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2) 熟悉PLC控制系统的组态、编程
、硬件设计及现场调试等工作；熟悉
伺服运动控制，和变频器外部I/O以
及通信控制方式等；
(3) 熟悉KUKA、ABB、川崎等工业机
器人中一种，具备示教和离线编程能
力；
(4) 具有自动化系统/电气成套类项
目的设备选型经验，具有自动化系统
/电气成套类项目的设计、安装指导
、现场调试等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工程师 本科 3

(1) 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通信
、电子等相关专业；
(2) 精通python，熟悉django框
架，熟悉C++、Java、C#中的至少一
种编程语言；熟悉SQL Server、
Oracle 等数据库的基本操作；
(3) 熟悉Socket网络通讯、串口通
讯技术，多线程开发；
(4)了解docker技术；
(5) 有前端及移动端开发经验者优先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维修工程师 学历不限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大专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计划文员 大专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调度文员 大专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 学历不限 1
1、在栖霞桃村工作
2、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
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山东华鹏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工程师 本科 1 有相关方面的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面议 莱山区三垒路15号 宋莉 1531535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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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本科 2

1、计算机软件、电子、电气、环境
、测控技术与仪器等相关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有分析仪器设计经验者可
放宽至专科学历，1年以上工作经
验；
2、能够熟练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
3、熟悉RTOS并有在产品上应用RTOS
的开发经验。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硬件工程师 本科 2

1、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电子、
控制或相关专业；
2、熟练使用PCB的EDA设计软件；
3、具有MSP430/ARM(STM32)等相关
项目开发经验，具备较强的动手调试
能力；
4、掌握SPI、CAN、485、I2C等接口
协议开发，并有相关项目经验；
5、具备相关硬件电路调试能力；
6、具有良好的专业英语基础，能够
阅读英文datasheet；
7、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责任
心强善于沟通；
8、模拟电路功底扎实者。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

1.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或环境工程等
相关专业，硕士学历，3年及以上工
作经验。
2.掌握普通化学、常规分析化学和仪
器分析相关分析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3、.有水环境监测仪器、传感器设计
开发、生产制造经验者优先。
4、具有紫外-可见光谱分析方法、气
/液相、离子色谱分析方法、电化学
测试工作经验者优先。
5、熟练使用office、origin等办公
、数据处理软件，有较强的学习创新
能力。
6、具有良好的从业品德和敬业拼搏
精神，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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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学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

1.光学工程、应用光学等相关专业，
硕士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
2.熟练使用Zemax、codev等光学设
计软件。
3.了解掌握光学设备的调试和技术问
题的解决。
4.动手能力强，能熟练设计光学系统
的装调方案，熟悉光学设备定标的实
际操作。
5.具有紫外-可见光谱分析方法、光
谱检测工作经验者优先。
6.具有水质、气体类光学分析测试仪
器设计开发经验者优先。
7.具有良好的从业品德和敬业拼搏精
神，具有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大专 2

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自动化、
电气控制、机电一体化类知识背景，
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2、熟悉自动化系统设计、机电类产
品的选型工作；
3、熟悉PLC编程、画面组态、工业网
络的搭建等工作；
4、熟练使用办公软件OFFICE、相关
电气设计制图软件；
5、有驾照，能够熟练驾驶汽车。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结构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1

1.硕士及以上学历，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测控仪器、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
2.有3年以上整机系统设计工作经
验；
3.熟练使用SOLIDWORKS设计，有钣
金机箱设计经验；
4.有水质监测仪器仪表行业工作经验
者优先；
5.对产品耐压防腐特性、流路设计及
光学产品有经验者优先。
上班地点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AVA工程师 本科 2

1、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项目开
发流程，大专以上学历
2、掌握使用nginx、tomcat等应用
服务器中的一种;
3、掌握Spring MVC、Spring boot
、hibernate、MyBatis等开源框架;
掌握分布式开发经技术;
4、熟悉sql语言，掌握mysql、
oracle、sqlserver中任一种数据库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ython开发工程师 大专 1

1、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信息技术
、软件信息等专业
2、熟悉ERP系统，对ERP系统有了解
进销存、生产、财务最佳。
3、了解开发模式及Odoo框架，基本
Python开发语言，能对Odoo 
(OpenERP)进行二次开发;
4、了解HTML 5, CSS 3, 
JavaScript，了解gitee等代码管理
工具
学习能力强，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良
好的沟通能力，善于思考，时间观念
强。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仪表工程师 大专 2

1、熟悉在线仪器仪表：分析、流量
、液位、压力、温度等其中的几种选
型、使用与维护，产品熟悉多者优
先，机电工程现场施工经验多者优
先；
2、机电一体化、测控仪器、自动化
类专业背景；
3、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4、具备2年以上在线仪表应用经验；
5、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6、熟练操作OFFICE、CAD等办公设
计软件。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售前/售后服务工程师 大专 4

1.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设计、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2.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服务意
识，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
3.对水质分析传感器产品原理及应用
熟悉者优先。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1号 吴女士 15098687275

东方海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专员 本科 1
本科学历，法律、会计，经济，金融
专业优先

3000-5000
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号
于伟 6929177

威巴克（烟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硫化工艺工程师 本科 1

1.高分子材料橡胶相关专业本科；
2.3年以上密炼、硫化相关工作经验
或注塑相关经验，汽车减震器行业经
验优先；
3.英文良好，口语熟练优先；
4.熟悉汽车零部件行业体系和相关质
量工具。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11号 孙女士 7351522

威巴克（烟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装配工艺工程师 本科 1

1.机械设计，自动化相关专业；
2.5年以上组装工艺及设备相关工作
经验，汽车零配件行业优先；
3.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0000-15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11号 孙女士 7351522

威巴克（烟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本科 1

1.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或者车辆工程
专业本科；
2.至少3年汽车制造行业的质量相关
工作经验；
3.熟练掌握8D，APQP. FMEA. SPC. 
MSA. PAPER. GD&T；
4.英语良好

5000-10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11号 孙女士 7351522

威巴克商用车空气弹簧（烟台）有
限公司

实习生 大专 1
1.应届毕业生；
2.英语较好；
3.熟悉Word.Excel.PPT

<3000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11号 孙女士 7351522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ava工程师 本科 4

1、Java基础扎实，了解常用设计模
式，熟练使用Spring+MVC+mybatis
框架；
2、熟练使用SQL语句，有基本的编写
能力；
3、熟悉HTML、CSS、Ajax、JQuery
、javascript相关的最新前沿技
术；
4、有简单的功能设计和逻辑设计能
力。

5000-10000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本科 4

1、深刻理解Web标准，对可用性、可
访问性等相关知识有实际的了解和实
践经验。
2、精通JavaScript、AJAX、HTML、
CSS等技术。
3、了解一门服务器编程语言如Java
等。
4、有较好的团队合作及沟通能力，
能和设计师谈产品设计，和后端开发
研讨技术实现方案，制定服务接口。
5、熟悉各种浏览器平台的特性，能
够很好地解决兼容问题。

5000-10000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3D工程师 本科 5

1、本科及以上学历，能够熟练使用
U3D引擎进行三维互动开发，精通C#
语言开发；
2、有良好的面向对象编码思想，具
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
规范的编程风格，熟练使用常用数据
结构和算法；
3、熟练掌握UGUI等常用插件；
4、责任感强，工作认真负责，有很
好的学习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5、对模型、材质、动画、Shader技
术有一定了解，并能熟练对接应用；
6、熟练掌握Socket通信方式与SQL
数据库开发者优先；
7、有VR、AR、MR开发经验者优先；
8、精通Winform开发，有WCF、WPF
等开发经验者优先

5000-10000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馆空间设计 4

1、熟练使用和操作3DMAX、
Photoshop、AutoCAD等与行业有关
的软件；
2.、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室内设
计、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
专业优先。
3、热爱和喜欢设计，对设计行业充
满热情，工作细致认真并富有耐心，
有良好的设计表现力和想象能力，了
解相应的对媒体设备及展厅材料。
4、有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
力、协调和抗压能力，拥有强烈的责
任心和团队协作精神；沟通交流能力
强，具有良好的创意口头表达能力。

5000-10000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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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维模型 4

1、熟练使用Maya、3DMAX、ZBrush
等软件制作处理三维模型。
2、熟练使用photoshop、Substance 
Painter处理贴图。
3、熟练掌握模型的照片贴图处理技
巧，并能绘制贴图材质。
4、熟悉模型的优化处理，掌握制作
简模、精模的原则与方法。
5、简单使用CAD软件，能看懂基础的
CAD图纸
6、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色彩感
强，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
7、富有激情，诚实守信。有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
敬业精神，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领悟
能力。
8、数字媒体、动画、影视等艺术类
专业优先。

5000-10000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材质师 2

1、1-3年影视级三维场景模型、材质
制作经验，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对
自然景观场景模型模型制作有一定的
制作经验。
2、熟练使用maya材质的相关模块，
包括处理模型细节，处理模型uv，灯
光调节。
3、熟练掌握一款渲染器，（vray 
arnold redshift）。
4、对构图，色彩以及光影有一定的
理解和分析能力。
5、艺术类或相关专业优先。

5000-10000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 4

1、1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
2、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3、良好的市场敏锐度，开拓能力
强，高度敬业精神，能承受高强度工
作压力；
4、有中大型行业客户资源资优先。

面议 澳柯玛大街102号 于先生 6727752



莱山区重点企业招聘信息 

企业全称 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人数 工作要求 薪资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前台服务员 学历不限 3 善于沟通，热情服务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客房服务员 学历不限 5 踏实认真，吃苦耐劳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厨工 学历不限 1 踏实认真，吃苦耐劳 <3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客房领班 学历不限 1 具备管理能力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前厅经理 学历不限 1 具备管理能力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厨师 学历不限 1 厨艺技能较好 3000-5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山东佳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公司名）                   即：
如家商旅酒店～烟台杰瑞路高铁南

站店

保安 学历不限 1 做事认真负责 <3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

路18号         
 ～ 如家商旅酒店

李经理 13793599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