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薪酬
待遇 工作地点 其他说明以及

要求

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招聘2018年1月31日 星期三 C07

文登区2018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岗位信息(2月8号)
地址：文登区人力资源市场(世纪大道84号) 电话：0631-8482456

1

文登市迈世腾电子

有限公司

研发 8 本科
电子类 机电类

机械类
4000+

文登开发区

无

马主任 8838666

17763107188

15098131288

品质 6 专科
管理类 英语类

电子类
4000+ 女

技术 4 本科
电气类 机械类

机电类 自动化
4000+ 男

实验室 2 专科 无 4000+ 女

储备管理 6 本科
管理类 外语类

电子类
4000+ 女

2 山东颐阳酒业有限公司
技术 2 本科以上 生物、中药 2500—3000 文登经济开发区珠海东

路26号

3-6个月后转正，

薪酬相应提高
门主任 8252186

设备 2 本科以上 机械制图 2500—3000

3

山东省文登市整骨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员 4 大专以上 机械类相关专业 3000-5000

文登开发区深圳路6号 无 张女士 0631-8088288 15688729323/18563197262

办公室文员 3 大专以上 不限 2000-2800

化验员 4 大专 食品、药品相关专业 2000-2800

电气工 3 大专 机械类相关专业 2500-3500

质量体系员 3 大专 不限 2500-3500

4 山东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文员 1 本科 文秘相关 3000-4000 汪疃
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

及策划能力。

王琴 0631-8561096 18563119466

工程预算员 10 大专以上 工程造价、预决算 2800-5000 汪疃

熟悉各项国家定额，熟

练操作预算软件、ACAD

软件，负责工程前期的

成本预算、报价及工程

的审技结算。

土建施工员 10 大专以上 土建相关 2800-5000 汪疃

土建施工，具备一定的

专业知识，适应长期室

外工作。

园林工程资料员 2 大专以上 园林工程 2800-4500 汪疃

负责各种资质的维护，

日常文件的整理，各投

标项目的报名、资料的

准备、标书的制作，工程

内部备案等。

园林绿化施工员 7 大专以上 园林工程 2800-4500 汪疃

负责工地现场施工技术

指导，工程现场各种资

料的记录收集整理。

园林设计 5 大专以上 园林设计 2800-4500 汪疃

熟练操作CAD软件，负

责图纸设计及各工地施

工图纸的分析，技术交

底。

植保员 4 本科 林学 3000以上 汪疃

负责园区苗木生长调

查，品种选育，苗木栽植

技术指导。

育种技术员 1 硕士 林学 3500以上 汪疃

种苗繁育、新品种研发，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

虑。

大棚技术员 1 本科以上 园艺 3000以上 汪疃

较强的大棚果蔬菜管理

技能，适应长期室外工

作。

5
威海恒兴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2 本科以上 无 3000以上 文登区 英语良好 孙海军 0631-8666208 18663171870

6

合鸿新材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员 6 大专及以上 金属材料/机械类 3000-5000
文登经济开发区

漳州路12号
张程程 3851576 15065178617

化验员 1 本科 化学类/食品类 3000-4000
文登经济开发区

漳州路13号
张程程 3851577 15065178617

质检员 3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文登经济开发区

漳州路14号
张程程 3851578 15065178617

7
威海泉盈假日酒店

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员 5 大专及以上 酒店管理 2500-3500 文登区文山东路10号 无 王江涛 0631-3588399 15163121462

8
宏安集团

有限公司

设备运维 4 本科及以上 电气、机械 3500-4000 文登区横山路88号 掌握CAD制图
于女士 8088647 15063190613

技术员 本科及以上 理工类专业 3500-4000 文登区横山路88号 英语CET-4及以上

9
威海长和光导科技

有限公司

质控 5 本科及以上 理工类专业 3500-4000 文登区龙威路1号 英语CET-4及以上
刘女士 8088647 13696312899

技术储备 6 本科及以上 光学、材料类专业 3500-4000 文登区龙威路1号 英语CET-4及以上

10 骊泰隆生物

会计 1 大专以上 会计专业 3000-4000

米山 徐桂波 8879999 13563134589

出纳 1 大专以上 会计专业 2600

大区经理 6 大专以上 3000-5000 有工作经历优先

讲课老师 1 大专以上 3000
车间主任 1 大专以上 机械类专业 3500

11

文登新都市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结构设计、规

划设计、电气设计、给排

水设计、暖通设计、园林

景观设计

10 大专以上

建筑学、工民建及相关

专业

月薪5000左右、每周休一

天，有法定假日。有餐补

及各种福利、交五险

文登开发区

要求吃苦耐劳、好学上

进、品行端正、无不良嗜

好。

丛经理 8083199 13906308958

12
威海金海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施工员、技术员 5 大专及以上 建筑相关 3000-6000 文登区小观镇永安街中段 无 刘玉仁 无 13562140006

13
山东辰阳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文案 1 大专以上 2600 文登区 牛平 8467936 13863075805

项目经理 2 大专以上 2600 文登区 牛平 8467936 13863075805

会计 1 大专以上 2600 文登区 有经验 牛平 8467936 13863075805

14

文登威力工具集团

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专员 2 本科 贸易营销类 3500以上 文登
英语四级以上，擅长交

流

林先生 0631-3587670 13869012090

技术员 2 本科 机械制造类 3000以上 文登 有吃苦耐劳精神优先

生产管理员 2 本科 工业工程类 3000以上 文登 有吃苦耐劳精神优先

热处理工艺员 2 本科 金属材料相关 3000以上 文登 有吃苦耐劳精神优先

电工 1 专科 电气类 3000以上 文登 有电工证

数控 1 专科 数控相关 3500以上 文登 有吃苦耐劳精神优先

15
威海中金亿信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30 专科以上 销售经验 2500+

威海文登文山路58号

佳驿酒店西
无 潘女士 0631-3856556 13963160600

16

三角（威海）华达轮胎复

新有限公司

电气技术员 3 大专以上 电气技术相关专业 2800+

文登区南海新区

缴纳五险一金，食宿免

费，节假日福利

丁女士 0631-8967603 18763192611机械技术员 3 大专以上 机械技术相关专业 2800+

工艺技术员 3 大专以上
橡胶工艺、高分子材料

类
2800+

16
威海汤泊温泉度假

有限公司

大堂经理 2 大专学历以上 酒店管理专业优先 3800-4500 威海文登开发区 姜昭宇 0631-3677820 18162011665

办公室文员 2 大专学历以上 不限 2500-3000 威海文登开发区 姜昭宇 0631-3677820 18162011665

预定文员 2 大专学历以上 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2800-3500 威海文登开发区 姜昭宇 0631-3677820 18162011665

17

文登奥文电机

有限公司

质量检验 3 专科以上 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 2500-4000

文登区经济开发区四产

路15-1号 王经理 0631-8454224 18863160521

采购员 3 专科以上 无专业要求 2500-4000

工艺员 5 专科以上

机电一体化、机械、机械

制造工艺及设备/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

设计等

2500-4000

技术设计 3 专科以上

机电一体化、机械、机械

制造工艺及设备/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

设计等

2500-4000

财务 2 本科 财会等专业 2500-4000
文登区经济开发区

昆嵛北路196号
统计、保管 2 专科以上 无专业要求 2500-3500

管理 3 专科以上 无专业要求 2500-4000

18

威海网库互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 4 大专 有销售经验优先 3000以上 文登区珠海路152号

对电商行业有一定了

解，岗前培训，入职缴纳

五险，双休

崔女士 0631-8360657 13061165040

运营专员 3 大专

有网站运营经验

优先考虑

3000以上 文登区珠海路152号

最好有一定的网站运营

经验，岗前培训，入职缴

纳五险，双休，法定节假

日

崔女士 0631-8360657 13061165040

活动策划 1 大专
有活动策划经验

优先考虑
3000以上 文登区珠海路152号

需要有活动策划经验，

岗前培训，入职缴纳五

险，双休，法定节假日

崔女士 0631-8360657 1306116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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