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招聘专区（第一批）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工种 要求 工作经验 学历要求 工资待遇 岗位介绍

1 青岛中集集装箱制造有
限公司

普工 43周岁岁以下 有无相关从业经验均可  初中及以上学历 8000-10000/月 从事集装箱的辅助操作，如紧螺钉，
打密封胶，扩孔，贴标签等

二保焊工 43周岁岁以下 要求有相关从业经验 初中及以上学历 8000-12000/月 从事集装箱体二保焊的焊接等工作

打砂工 43周岁岁以下 有无相关从业经验均可 初中及以上学历 8000-12000/月 从事集装箱体水性漆的喷涂等工作

喷漆工 43周岁岁以下 有无相关从业经验均可 初中及以上学历 8000-12000/月 从事集装箱体的除锈，打磨等工作

2 青岛中集专用车有限公
司

电焊工，操
作工 45岁以下 有无相关从业经验均可 初中及以上学历 6000-8000 二保焊工，喷漆，打砂，装配。

3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
公司 操作工 45岁以下 有工作经验优先 初中及以上学历 5000-10000 成型，压延，硫化，炼胶，电工（必

须有证）叉车工（必须有证）

4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
（青岛）有限公司 电焊工 45岁以下 有无相关从业经验均可 初中及以上学历 9000-12000 二保焊工，冲压，喷漆，打砂，完工

。

5 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 操作工 50岁以下 有无相关从业经验均可 无 4500-8000 水产车间、蔬菜车间、面包车间、油
炸车间操作工

6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生产工、检验员、模具维修、设备维修、会计、采购员及实习生若干不限 无 无
5500-8000（一
年免费体检一

次）

生产工、检验员、模具维修、设备维
修、会计、采购员及实习生若干

7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
津）有限公司 操作工 符合国家法定就

业年龄 无 初中及以上 综合4000-6000 操作工

8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一线操作工 40岁以下 无 初中以上学历
试用期4500左

右，转计件
6000-9000元

一线操作工

叉车司机 35周岁以下岁以
上 无 无 5000-8000元 叉车司机

产品检验岗 38岁以下 会简单的加减运算，适
应倒班 无 3500-5000 产品检验岗



8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低压电工 40岁以下 有电工证，有电工相关
工作经验 无 6000起 低压电工

焊工/维修/
钳工 40岁以下 有焊工证，有电工相关

工作经验 无 6000起 焊工/维修/钳工

保卫岗 35岁以下岁以上 退伍军人或有保卫相关
经验者 无 4200-5000 保卫岗

焊接技师岗 40岁以下 有焊接相关工作经验 中专以上学历 4500起，根据实
际工作能力定薪 焊接技师岗

木盘制作岗 45岁以下 负责木盘托盘制作 无 4500-7000 木盘制作岗

9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车间储备
干部 2、设
备维修管理
员 3、品质
检查员 4、
实验中心实

验员

不限

数控技术 汽修 机械制
造机及自动化 电子信
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
技术 电力机车运用与
维修 机电与电子技术 
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 

机电一体化 

无

试用期（1-2个
月）：综合收入
2700—3000元/
月 转正后（2个
月后）：综合收
入4000—4500元

/月

 

1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哈弗分公司

生产操作技
工 不限

 A. 了解车间工艺相关
知识； B. 了解车间工
具相关知识； C. 了解
车间设备相关知识。 

大专及以上学历 联系咨询

叉车司机 不限 机械类、物流管理类优
先；  高中及以上学历 联系咨询

检验员 不限

D. 了解车间工艺相关知
识； E. 了解车间工具
相关知识； F. 了解车

间设备相关知识。

大专及以上学历 联系咨询

生产涂料工 不限

D. 了解车间工艺相关知
识； E. 了解车间工具
相关知识； F. 了解车

间设备相关知识。

大专及以上学历 联系咨询



1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哈弗分公司

设备维修岗 不限
A. 熟悉机械知识； B. 
熟悉电工知识； C. 熟

悉钳工知识。
大专及以上学历 联系咨询

11 天津太钢大明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操作工 40 岁以下 从事包装、打磨、 辅

助性工作等 学历不限 4600-6500 操作工

12 天津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机加工 40岁以下 有机加工工作经验优先 高中以上 综合5500-
7500，五险一金 机加工

压铸工 45岁以下 有工厂工作经验优先 无 综合收入5500-
7500 压铸工

打磨工 53岁以下岁以上 无 无 综合收入6000-
7500 打磨工

检验员 40岁以下 无 无 综合收入5500-
7500 检验员

保安 40岁以下 无 无 4700，加班费另
算 保安

13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生产线操作
工人 28岁以下 无

理工科专业，已
取得中专以上学

历

综合5000-6500
元/月 生产线操作工人

14 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
公司

普通工位操
作工 不限 电子、机电、 计算机

等相关 专业 无 综合4000- -
5000 普通工位操作工

检查员 不限 电子、机电、 计算机
等相关 专业 无 综合4000- -

5000 检查员

15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建造部 不限

船舶海洋工程、机械类
等相关专业 机械类、
动力类等相关专业 化

学化工、防腐、材料等
相关专业 电气自动化

、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等相关专业 化学化工

、防腐、材料、空调制
冷等相关专业 空调、

能源环境动力工程等相
关专业

大专 年薪5-7.5万元 建造部



15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设计部 不限

船舶与海洋工程、土木
工程、 结构力学、机
械类等相关专业 船舶

与海洋工程、过程准备
控制工程、 化学化工
、机械类等相关专业 

电气自动化、自动化等
相关专业 空调、能源

环境动力工程等相关专
业 工业设计、环境设
计等相关专业 软件工

程、计算机类等相关专
业 俄语专业

本科 年薪5-7.5万元 设计部

质检部 不限

金属材料、测量测绘、
材料成型、 焊接、无
损检测、机械类等相关
专业 无损检测、焊接
、船体、机械类等相关
专业 电气自动化、自
动化、通信工程的相关
专业 焊接技术及自动
化、材料成型等相关专
业 化学化工等相关专
业 理工类、英语类相
关专业

本科及大专以上 年薪5-7.5万元 质检部

安全环保部
项目管理部 不限

安全工程、英语类、理
工类等相关专业 不限

专业
无 年薪5-7.5万元 安全环保部项目管理部

项目运营中
心 不限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本科 年薪5-7.5万元 项目运营中心

16 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OPM储备人
力 不限 自动化，机械，电子，

维修等关联专业 大专

7险一金 （5险+
住房公积金+补
充医疗+意外伤
害） 免费住宿
（公司公寓6~8
人间） 免费供

餐（早、中、晚
、夜） 免费班

车（全是范围内
站点覆盖，舒适
新能源客车）

OPM储备人力



17
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美瑞英家政服

务分公司

月嫂、育儿
嫂

26-49岁的女
性，身高1.55米
以上，身体健

康，五官

无 初中及以上 联系咨询 月嫂、育儿嫂

18 北京康泰活力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护老 不限 无 初中及以下 5000以上 护老

保姆 不限 无 初中及以下 4000-7000 保姆

育儿嫂 不限 无 初中及以下 7000以上 育儿嫂

19 北京瑞多帮家政服务公
司

月嫂 不限
1.2年以上月嫂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月嫂工作
技能 3.有月

初中及以下 8000以上 月嫂

保姆 不限
 1.1年以上保姆关工作
经验 2.具备保姆工作技

能 3.有保姆
初中及以下 4000－6000 保姆

育儿嫂 不限
1.1年以上育儿嫂相关

工作经验 2.具备育儿嫂
工作技能 3.

初中及以下 6000－8000 育儿嫂

20 北京泰维峰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

月嫂 不限 1.2年以上月嫂相关工
作经验 高中及以下 8000以上 月嫂

保姆 不限  1.有保姆工作经验优先
录用 高中及以下 4000－6000 保姆

育儿嫂 不限 1.1年以上育儿嫂相关
工作经验 高中及以下 5000－8000 育儿嫂

21 北京喜双双家政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月嫂 不限
1.半年以上家政服务工
作经验； 2.年龄不高于

55周岁； 3
高中及以上 8000元以上 月嫂

保姆 不限 无 初中及以上 5000以上 保姆

育儿嫂 不限 无  高中及以上 6000以上 育儿嫂

22 馨欣阳光（北京）国际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月嫂 不限
1.2年以上月嫂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专业护理
工作技能 

初中及以上 10000以上 月嫂

保姆 不限
1.2年以上家政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家政服务
工作技能 

初中及以上 3000－6000 保姆



22 馨欣阳光（北京）国际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育儿嫂 不限
1.2年以上育儿嫂相关

工作经验 2.具备专业婴
儿护理工作技能

初中及以上 6000－8000 育儿嫂

养老服务员 不限
1.2年以上家政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家政服务
工作技能

初中及以上 3000－6000 养老服务员

小时工 不限
 1.2年以上家政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家政服务

工作技能 
初中及以上 计时薪酬 小时工

家政招生教
务老师 不限

1.2年以上家政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家政服务

工作技能
高中及以上 3000－6000 家政招生教务老师

23 北京享月亲贝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

月嫂 不限
1.可接受无相关工作经
验，公司负责培训 2.相

貌端正，
初中及以上 7000以上 月嫂

育儿嫂 不限
1.可接受无相关工作经
验，公司负责培训 2.相

貌端正，
初中及以上 6000以上 育儿嫂

24 北京今日东方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

月嫂 不限
1.2年以上月嫂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月嫂工作
技能 3.有月

初中及以上 8000以上 月嫂

保姆 不限
1.2年以上保姆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保姆工作
技能 

初中及以上 3800以上 保姆

育儿嫂 不限
1.2年以上护工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育儿工作
技能 3.有育 

初中及以上 6000以上 育儿嫂

护工 不限
 1.1年以上陪护相关工
作经验 2.具备陪护工作

技能 
初中及以上 5000以上 护工

25 北京唐顿世家科技有限
公司

家政 年龄20-48岁  1、人品好能吃苦耐
劳； 2、身体健康 初中及以上 5000-12000元 家政

育婴 无 无 无 5500－15000元 育婴

月嫂 无 无 无 12800-58000元 月嫂



26 北京一诺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

家政 年龄20-55岁 1、人品好能吃苦耐
劳； 2、身体健康 初中及以上 4500-12000元 家政

育婴 无 无 无 5500－15000元 育婴

月嫂 无 无 无 12800-58000元 月嫂



沪浙苏招聘专区（第一批）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工种 要求 工作经验 学历要求 工资待遇 岗位介绍

1 昆山沪利微电有限
公司

操作工 会26个英文字母，可
配合上夜班 无 中专/高中 5000以上 操作工

维护技术员 电子/机电专业优先，
有电工证优先 不限 大专 7500以上 维护技术员

2 启基永昌通讯（昆
山）有限公司 技术员

年满18周岁，身心健
康、为人诚恳、吃苦

耐劳
无

中专、职高、
高中等同等学

历 

2320 另外重点岗位有岗
位津贴0-240元不等 工
作奖金/月：120元，依

个人表现主管调整

技术员

3 启新通讯（昆山）
有限公司 技术员

年满18周岁，身心健
康、为人诚恳、吃苦

耐劳
无

中专、职高、
高中等同等学

历 

2320 另外重点岗位有岗
位津贴0-240元不等 工
作奖金/月：120元，依

个人表现主管调整

技术员

4 启佳通讯（昆山）
有限公司 技术员

年满18周岁，身心健
康、为人诚恳、吃苦

耐劳
无

中专、职高、
高中等同等学

历 

2320 另外重点岗位有岗
位津贴0-240元不等 工
作奖金/月：120元，依

个人表现主管调整

技术员

5 微盟电子（昆山）
有限公司

操作工 会26个英文字母，能
配合两班倒 无 中专/高中 4500左右 操作工

维修技术员
电子/机电专业优先，
会电烙铁优先，能配

合加班
无 大专 5800左右 维修技术员

制造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有意愿从
事基层管理工作，沟
通协调能力强，抗压
力强，能配合加班

无 大专 5800左右 制造储备干部



6 淳华科技（昆山）
有限公司 操作工 会26个英文字母，可

配合上夜班 无 中专/高中/初中 5000以上 操作工

7 鼎镁（昆山）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花毂车间--校正
、贴标、精修、

塔基作业员

1、18-45周岁，身体
健康，男性为主； 2、
初中学历，会认字写

字，普通话标准； 3、
能适应1天11小时两班
倒及部分站立作业； 4
、视力良好，头脑灵
活，服从主管安排。

无 初中及以上 7000元

花毂车间--校
正、贴标、精
修、塔基作业

员

机加工车间--
CNC、车床、镗

铣床作业员

1、18-45周岁，身体
健康，男性为主； 2、
初中学历，会认字写

字，普通话标准； 3、
能适应1天11小时两班
倒及部分站立作业； 4
、视力良好，头脑灵
活，服从主管安排。

无 初中及以上 7000元
机加工车间--
CNC、车床、
镗铣床作业员

阳极车间--上下
料、全检作业员

1、18-45周岁，身体
健康，男性为主； 2、
初中学历，会认字写

字，普通话标准； 3、
能适应1天11小时两班
倒及部分站立作业； 4
、视力良好，头脑灵
活，服从主管安排。

无 初中及以上 7000元
阳极车间--上
下料、全检作

业员

挤压车间--开机
、裁切、包装作

业员

1、18-45周岁，身体
健康，男性为主； 2、
初中学历，会认字写

字，普通话标准； 3、
能适应1天11小时两班
倒及部分站立作业； 4
、视力良好，头脑灵
活，服从主管安排。

无 初中及以上 7000元
挤压车间--开
机、裁切、包

装作业员



7 鼎镁（昆山）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员

1、18-45周岁，身体
健康，男性为主； 2、
初中学历，会认字写

字，普通话标准； 3、
能适应1天11小时两班
倒及部分站立作业； 4
、视力良好，头脑灵
活，服从主管安排。

无 初中及以上 7000元 仓库管理员

8 力劲精密机械（昆
山）有限公司

装配钳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数控技术、机电一体
化、电气自动化等应

届毕业生

无 大专 5000-6000 装配钳工

装配电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数控技术、机电一体
化、电气自动化等应

届毕业生

无 大专 5000-6000 装配电工

检验员 能看懂图纸，会使用
量具 无 大专 5000 检验员

焊工
有焊工证，会氩弧焊
、气保焊，能看懂焊
接图纸，有钣金焊接

经验

有钣金焊接经验 高中 7000-9000 焊工

CNC操机员
会手工编程，三菱、
发那科系统，会UG编
程，海德汉系统优先

无 高中 7000-9000 CNC操机员

市场拓展专员
形象气质佳、善于沟
通、文笔好，能够吃
苦耐劳，应届毕业生

优先

无 本科 底薪+提成 市场拓展专员

市场专员（日
语）

形象气质佳、日语专
业 无 大专 5000-7000 市场专员（日

语）

售服工程师 有加工中心，车床维
修经验

有加工中心，车
床维修经验 大专 8000-10000 售服工程师



大湾区招聘专区（第一批）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工种 要求 工作经验 学历要求 工资待遇 岗位介绍

1
深圳市巴科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普工 40岁以下 无 初中 6000/月 SMT操作员（两班倒）/ 组装（长白
班）/老化（长白班）

QC 40岁以下 1年 高中 6000/月

1、负责按要求对原材料和产品进行
检查，熟悉基本的检测标准和检测
仪器，确保只有合格的产品才能提
交给客户； 2、负责来料检查/线上
检查/成品检查提供相应的标准和方
法，以确保品检员明确检查要求； 3
、负责处理客户投诉并提出因质量
问题所需的纠正/预防措施，并跟进
落实； 4、组织记录、报告、标识、
评审跟进处理不良品，以防止不良

品的非预期使用； 5、协助工程部进
行样品确认，协助生产部、采购部

对供应商的评审和考核； 6、协调好
生产部，仓库部等有关工作；

SMT技术员 30岁以下 1年 高中 6000/月
1.负责产线不良品维修； 2.负责客服
返修模组； 3.有1年以上模组经验优

先考虑；

销售代表
男女不限，中专以上学历，年龄

20-30岁； 2.优秀应届毕业生有优
先考虑

1年LED同行经
验优先考虑 中专以上学历 10000/月 销售代表

售后服务技术员

1.中专历以上，22-40岁，具备基本
的电子技术知识； 2.有LED显示屏
行业相关经验两年以上； 3.能适应

经常出差。

.有LED显示屏
行业相关经验

两年以上
中专历以上 6000/月 售后服务技术员



1
深圳市巴科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跟单文员

1.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
内； 2.熟悉合同评审，下单流程，
订单跟踪及物流等相关工作； 3.一

年以上跟单类工作有限考虑；

一年以上跟单
类工作有限考

虑
大专及以上学历 5600/月 跟单文员

2 深圳新飞通光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

硬件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 5年 本科 20000-40000/
月 硬件工程师

产品质量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 5年 本科 12000-20000/
月 产品质量工程师

高级计划员 18岁以上岁以上 5年 本科 10000-15000/
月 高级计划员

产品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光学、光电工程
、电子、物理或相关专业。 0 硕士 8000-10000/

月
 负责相干光学组件（硅光器件，简

写为COSA）产品工程。

夹具及自动化设计师 18岁以上岁以上，机械自动化、自
动化及相关专业，熟悉绘图。 0 本科 6500元/月 夹具及自动化设计师

工艺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光学、电子、材
料、机械及相关专业。 0 本科 6500元/月 工艺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电子、计量、光
电及相关专业。 0 本科 6500元/月 设备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光学、光通讯、
光电及相关专业。 0 本科 6500元/月 测试工程师

NPI工程师 18岁以上岁以上，光学、光通讯、
机械、材料及相关专业。 0 本科 6500元/月 NPI工程师



3
余彭年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彭

年万丽酒店

清洁员 50岁以下 1年 不限 3000/月 身体健康，礼貌礼仪好，能吃苦耐
劳

洗碗员 50岁以下 1年 不限 3000/月 身体健康，礼貌礼仪好，能吃苦耐
劳

餐厅服务员 25岁以下 无 初中及以上 3000-3500 身体健康，礼貌礼仪好，能吃苦耐
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