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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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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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山东云龙绣品

有限公司

会计 2 大专 财会专业 2000+ 文登区

赵红旗 0631-3583563 18953855788

国际贸易 2 大专 英语 3000+ 文登区

业务 2 大专 不限 2000+ 文登区

设计 2 大专 不限 3000+ 文登区

报关员 1 大专 不限 2000+ 文登区

办公室文员 2 大专 不限 2500+ 文登区

生产统计 1 大专 不限 2000+ 文登区

前台 1 大专 不限 2500+ 文登区

20

威海迪素制药

有限公司

菲密亚客服（威海） 20 专科 不限 3000+ 威海

化工、医药、生物、食品、

机械等岗位对口专业应

届生或有相关经验者：

专科保底4000，本科保底

5000，硕士8000

许 3783181

销售会计（威海） 3 专科
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

专业
3500+ 威海

国内销售 10 专科及以上 不限，医药专业优先 3500+ 文登

QA 5 专科及以上
化学、药学、生物、食品

等相关专业
3500+ 文登

QC 8 专科及以上
化学、药学、生物、食品

等相关专业
3500+ 文登

21

文登市西郊热电

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 3 大本以上 化工工程 3200以上

米山路289号 无 张女士 8269412

技术人员 3 大本以上 化学工程 3200以上

技术人员 3 大专以上 机电自动化 3200以上

技术人员 3 大专以上 仪表自动化 3200以上

技术人员 10 大专以上 热力学工程 3200以上

技术人员 3 大本以上 计算机 3200以上

22
威海市和

谐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文员 3 大专以上 2400-3500 文登开发区 刘女士 8663999 18863168019

23

威海福地传奇水上乐园

有限公司

办公室文员 1 大专及以上 不限 2000-3000元 南海新区 未婚，女优先

出纳员 5 大专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2000-3000元 南海新区 未婚优先

总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面议 南海新区 有5年以上相关经验

电气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6000-8000元 南海新区 熟悉水电暖消防，会CAD

中医药研发专员 2 硕士及以上
生物工程、生物制药、医

学等相关专业
面议 南海新区

企划经理 1 大专及以上 设计类相关专业 面议 南海新区 有3年以上相关经验

造价员 大专及以上
建筑工程、造价、预算等

相关专业
4000-60000元 南海新区 有3年以上相关经验

24
山东双力板簧

有限公司

技术 3 专科以上 机械制造及CAD绘图 3000以上 文登市高村驻地
节日福利+生日福利+绩

效工资+班车接送
蔡连华 0631-8761078 13563162015

质检 6 专科以上 不限 3000以上

25

威鹏晟（山东）机械

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CAD 2 专科 机械设计优先 3000

威海文登北郊宜宾路中

段

1、本科及以上学历，机

械、化工、真空等相关专

业；

2、2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

压力容器及管道工程设

计，有技术工作经历者

优先；

3、具备较强的良好的人

际沟通、协调能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有较强的事业心，具备

一定的领导能力；

5、会CAD和3D制图；

王女士 0631-8571988 17863120992

四轴五轴加工中心编程 2~4 专科 不限 3500

1、在精密零件机加工领
域或压力容器管道设计

有扎实的经验；
2、熟练操作五轴联动、或
加工中心（intergrex）；
3、熟悉设备使用及操作
及日常维护，故障判断，
至少3年以上操作经验；
4、能根据图纸编程 熟悉
机械图纸读图，熟悉形

位公差（GD&T）；
5、有良好的空间感

（3D）；
6、思维缜密，态度严谨；
7、使用工作仪器时遵循
注意事项，确保仪器在
适宜的工作环境下工

作；
四轴五轴车床操作员 2~4 专科 不限 3500

采购员 1 专科 不限 2500

销售人员 2~4 专科 不限 3500
机械、化工设备销售优

先

26

威海纳川管材

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绘图） 2 本科 机械工程设计相关 4000-8000

威海市南海新区滨海路

北、龙海路东蓝色

创业谷

免费班车

餐补

节日福利

信女士 0631-8966707 15763164164

高分子材料工程师 4 硕士 化工或复合材料工程 5000-8000

力学工程师 3 硕士 力学、机械相关专业 5000-8000

工业自动化工程师 5 本科 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 4000-8000

人力资源经理 1 本科 人力资源及相关 3000-6000

招聘专员 2 本科 人力资源及相关 2000-4000

行政专员 2 本科 工商管理、文秘相关 2000-4000

27

山东运恒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主管会计 1 大专及以上 会计 3000~4000 文登区

负责日常财务的核算、

凭证等的审核；做好账

务处理、成本核算、财务

分析等工作；依据费用

管理规定，合理的控制

费用支出；服从管理，及

时完成领导安排的各项

工作。要求：男女不限，28

-45岁，身体健康，善于

沟通。财会专业大专学

历以上，有初级会计师

职称。干过一般纳税人

企业的主管会计，5年以

上的财务管理经验。

于女士 0631-8482777 13220829780

客户经理 1 大专及以上 市场营销类 3000~6000 文登区

负责客户开发、维护工

作。要求亲和力强，有一

定社会人脉基础，市场

营销或相关专业。

办公文员 1 大专及以上
文秘、会计或

人力资源
2000~3000 文登区

年龄不超过35周岁。头脑

灵活，处理事情有条不

紊，办事效率和执行力

高。

网络推广专员 1 大专及以上 电子商务或工商管理 2800~6000 文登区

负责公司系列产品线上

的市场网络拓展、销售、

维护、更新及文案编写、

客户资料统计等。年龄22

~35岁电子商务或工商管

理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具有良好的文案编写能

力与策划能力，有工作

经验和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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