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薪资

机械设计员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学历 15 签约后工资2200-8000元

电气设计员 电气工程类 本科及以上学历 10 签约后工资2000-8000元

市场营销员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学历 5 签约后工资2200-6000元+提成

数控机床操作工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数控技术及机电一体化专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50 签约后工资2000-7000元

装配钳工 机械制造及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60 签约后工资2000-7000元

装配电工 机械制造及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40 签约后工资2000-7000元

电焊工 机械制造及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30 签约后工资2000-7000元

冷作工 机械制造及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30 签约后工资2000-7000元

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学历、专业及年龄 薪资
是否缴纳

社保
岗位要求

1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
10 学历大专以上年龄不限 3000—6000 是

熟悉机械设计与制造,
熟悉使用CAD和三维制图软件

2 电气设计工程师 10 学历大专以上年龄不限 3000—6000 是
熟悉工程机械电气自动化知识,

熟练使用专业制图软件

3 液压系统设计工程师 10 学历大专以上年龄不限 3000—6000 是
熟悉工程机械液压系统专业知识,

熟练使用专业制图软件

4 工艺设计编制工程师 10 学历大专以上年龄不限 3000—6000 是
熟练工程机械工艺设计专业知识,

熟练使用专业制图软件

5 大区经理 2 中专以上28岁以上
基本工资+

提成
是

有工程机械营销经验优先，
良好的职业道德标准

6 国际贸易 4 大专以上40岁以下 底薪+提成 是
国际贸易、英语专业者优先。

英语四级及以上，
一年以上外贸相关工作经验

7 电焊工 20 初中以上45岁以下 3500—6000 是 熟练工、学徒工

职位 要求

总裁办主管1人
专科以上学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沟通协调能力，
以及较高的执行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有一定英语基础。

档案管理员1人
专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经验，

熟悉档案管理办法，掌握档案管理流程。

招聘专员1人
专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具备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

劳动关系专员1人
专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具备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

培训专员1人
专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工作经历，

具备丰富的培训工作经验。

基建工程师1人
专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作经验，

具备基建行业相关知识和工作能力，且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设备工程师2人
专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

具备设备维护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战经验。

技术工程师20人
本科以上学历，车辆工程或汽车机械、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3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应用CAD、CATIA软件。

英语翻译5人
专科以上学历，英语专业六级，熟练应用办公软件，
具备熟练的口语表达能力、应急能力和笔译能力。

韩语翻译12人
专科以上学历（韩语），熟练应用办公软件，

具备熟练的口语表达能力、应急能力和笔译能力。

采购员10名
专科以上学历，机械或车辆工程等相关专业，

能够识汽车零部件三维图纸，良好的职业操守，
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法务部负责人1人

本科以上学历，法律、法学相关专业；5年以上生产制造企业法务经理
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公司合同管理体系和法律风险控制流程，具有诉
讼、调解等实际经验；有较好的应变能力、分析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协调配合能力及抗压能力，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

国际贸易业务员1人
专科以上学历，英语口语良好。外贸工作经验2年以上。

精通外贸流程、熟知对外贸易规章、政策、
规定和各项手续的办理程序，了解国际汇兑、支付方面的相关知识。

招
聘
人
才

序号 招聘岗位 要求 其他要求

1 机床主机手 男性，18—40周岁

年龄适合，学历不限

2 机床学员 男性，18—30周岁

3 电工 男性，25—40周岁，具有2年及以上电工操作经验；

4 钳工 男性，25—40周岁

5 电焊工 男性，25—40周岁，具有2年及以上二保焊操作经验。

校
园
招
聘
计
划

序号 招聘岗位
招聘
人数

学历 招聘专业 其他要求

1 冶金工艺员 5 本、硕 冶金工程

专业课基础扎实、熟练掌握CAD、
CAXA等制图软件

2 锻造工艺员 5 本、硕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锻造方向）

3 铸造工艺员 5 本、硕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铸造方向）

4 焊接工艺员 5 本、硕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焊接方向）

5 热处理工艺员 5 本、硕 金属材料工程

6 机械设计、工艺员 15 本、硕 机械类相关专业
专业课基础扎实、

熟练掌握CAD等制图软件

7 电气工程师 5 本、硕 电气类相关专业
专业课基础扎实、

熟练掌握CAD等制图软件

8 外贸业务员 10 本、硕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
专业课基础扎实、外语四级

（英语专业要求专四）

9 会计 5 大专及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等相关专业 熟练掌握会计类应用软件

10 审计 2 大专及以上 审计学、财务管理类相关专业 办事仔细认真，责任心强

11 质管员 1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沟通、协调能力强

12 产品项目管理员 1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沟通、协调能力强

13 设备管理员 2 大专及以上 机械类相关专业 沟通、协调能力强

14 基建管理员 2 大专及以上 工民建、工程管理类相关专业 对基建工作有所了解

15 质检员 3 高中及以上 专业不限 办事仔细认真，责任心强

16 行政岗位 2 大专及以上 管理类相关专业
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功底，

组织协调能力强

联系人：叶老师
联系电话：0534-7780273、18606408187
联系邮箱：mtlrlzy@163 .com

联系人：郭玄博 刘志红
联系方式：0534-7420008、18766096916、15953437656
联系邮箱：Qiguan7267386@126 .com

联系人：杜女士 联系电话：0534-2129262、13723928322
联系邮箱：duwenjing@yuwangcn.com
网 址：www.guojingxincai.com

联系人：李经理 黄老师 联系电话：0534-7520680
联系邮箱：sdtyhr@163 .com 网 址：www.tongyuheavy.com

禹禹城城市市历历史史悠悠久久，，文文化化丰丰厚厚，，是是大大禹禹治治水水功功成成名名就就之之地地。。面面积积999900平平方方公公里里，，22001166年年人人口口5533 .. 7755
万万，，辖辖99镇镇11乡乡22个个街街道道、、11处处国国家家高高新新技技术术产产业业开开发发区区，，有有11所所全全日日制制普普通通高高校校，，综综合合实实力力处处于于德德州州
前前列列。。22001177年年，，第第二二次次进进入入全全国国中中小小城城市市综综合合实实力力百百强强县县市市，，比比22001166年年上上升升1100个个名名次次，，是是全全省省1155个个
上上榜榜县县市市之之一一，，同同时时，，获获得得全全国国中中小小城城市市投投资资潜潜力力百百强强县县市市、、全全国国新新型型城城镇镇化化质质量量百百强强县县市市、、全全
国国创创新新创创业业百百强强县县市市等等““百百强强””桂桂冠冠。。

近近年年来来，，禹禹城城市市立立足足高高新新技技术术、、自自主主创创新新、、循循环环发发展展、、绿绿色色低低碳碳的的比比较较优优势势，，大大力力实实施施高高端端高高
质质高高效效产产业业发发展展战战略略，，形形成成了了大大健健康康产产业业、、高高端端装装备备、、新新能能源源、、新新材材料料四四大大主主导导特特色色产产业业集集群群。。

禹禹城城是是国国家家火火炬炬计计划划生生物物技技术术产产业业基基地地、、国国家家高高技技术术生生物物产产业业基基地地((核核心心区区))、、国国家家营营养养与与
保保健健食食品品原原材材料料基基地地、、国国家家绿绿色色能能源源示示范范市市、、全全国国最最具具竞竞争争力力低低碳碳产产业业城城市市；；拥拥有有中中国国功功能能糖糖
城城、、中中国国食食品品馅馅料料城城、、中中国国营营养养健健康康产产业业城城等等称称号号。。成成功功创创建建全全国国唯唯一一的的““功功能能糖糖产产业业知知名名品品牌牌
创创建建示示范范区区””，，荣荣登登全全国国区区域域品品牌牌价价值值评评价价百百强强榜榜，，品品牌牌价价值值达达8899 .. 1122亿亿元元。。22001177年年，，66家家企企业业荣荣获获
山山东东名名牌牌，，22家家企企业业获获马马德德里里国国际际商商标标注注册册，，鸿鸿兴兴源源荣荣获获““山山东东老老字字号号””，，百百龙龙创创园园荣荣登登““厚厚道道鲁鲁
商商””品品牌牌榜榜，，禹禹王王集集团团荣荣获获““山山东东工工业业突突出出贡贡献献奖奖””。。

新新动动能能 禹禹城城能能
建建设设人人才才特特区区厚厚植植双双创创土土壤壤————禹禹城城市市重重点点企企业业人人才才招招聘聘

联系电话：0534-6156655、13723929867
联系邮箱：songuoauto@163 .com
网 址：www.songuoqiche.com
报名地址：禹城市高新区管委会二楼西人力资源部

岗位 学历 专业及要求
需求
人数

薪资

车间操作技工

中专、高中

专业不限，机械、机电、自动化类优先 30

3000-5000元
（工资+奖金）

机加工 1年以上数控或加工中心操作经验 5

电工 3年以上电工工作经验,有电工证 3

生产管理储备干部

本科及以上

专业不限，材料类、机械类、机电类优先 5

外贸经理 3年以上进出口业务管理工作经验，英语口语良好 1
收入面议

(工资+奖金)

内贸业务员 材料、机械、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4 3000元以上
（工资+奖金）外贸业务员 国际贸易、英语、韩语、材料类相关专业 6

基础研发员

本科及以上

材料表征与分析、材料化学、材料学、功能材料、流体力学、
空气动力学、传热学等相关专业

2

3000-6000元
产品研发员

无机非金属材料、材料化学、功能材料、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半导体材料、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相关专业

2

工艺研发员
材料化学、材料工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流体力学、

空气动力学、传热学等相关专业
2

机械设计师 机械设计类，掌握三维绘图软件、有限元分析软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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