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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2018 届毕业生春季大型双选会参会单位招聘岗位需求表 

1-241 号参展单位岗位需求等详细信息请点击 http://suda.91job.gov.cn/largefairs/view/id/1860/domain/suda 中的“参展的企业”进行查看 

 

展位号 单位名称 岗位 专业 人数 学历 薪酬 其他任职条件 

C242 
法驰汽车检测设备技

术（苏州）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  5 本科 3500-5000  

C243 
苏州市异方软件开发

有限公司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3 本科 5000-10000  

C/C++程序员  3 本科 5000-10000  

手机游戏运营  3 本科 5000-10000  

游戏界面设计师  2 本科 5000-10000  

C244 
苏州索拉科技有限公

司 

软件研发工程师  3 本科 4000-80000  

硬件研发工程师  2 本科、硕士 5000-10000  

C245 
苏州光大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及工业产品

设计师 
 4 本科 4000-8000  

文案策划师  2 本科 4000-8000  

展览展示室内装饰设计

师 
 2 本科 4000-8000  

影视后期制作  2 本科 4000-8000  

品牌运营管理  2 本科 4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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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6 
苏州市双龙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后期视频制作  2 
本科以上相关

学历 
2000-4000  

文案策划  2 
本科以上相关

学历 
4000-6000  

平面设计  2 
本科以上相关

学历 
6000-8000  

策划  4 大专以上 4000-6000  

策划执行  2 
本科以上相关

学历 
4000-6000  

D247 
苏州崛起品牌营销管

理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  5 本科 5000-10000  

文案  3 本科 4000-6000  

资深文案  2 本科 5000-8000  

活动策划  2 本科 4000-6000  

新媒体运营  2 本科 4000-6000  

美术指导  2 本科 5000-10000  

创意总监  1 本科 7000-12000  

D248 
苏州名雅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平面设计  2 本科 3000+  

文员  2 本科 3000+  

硬件工程师  2 本科 3000+  

仓库管理员  1 本科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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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9 
苏州睿福兴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3 本科 3000-8000  

天猫运营  3 本科 3000-8000  

美工设计  2 本科 4000-7000  

行政人事  2 本科 3000-5000  

客服专员  2 本科 3000-5000  

D250 
苏州盛派网络有限公

司 

销售代表  4 本科 6000-8000  

WEB 前端开发  3 本科 4000-6000  

软件工程师  2 本科 4000-6000  

新媒体运营  1 本科 4000-6000  

D251 
苏州希格玛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  10 本科 5000-10000  

商务专员  2 本科 3000-6000  

项目经理  3 本科 5000-10000  

施工员  5 本科 3500-6000  

自控设计师  2 本科 4000-8000  

机房设计师  2 本科 4000-8000  

交通设计师  2 本科 40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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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经理  2 本科 16000-23000  

安防工程师  2 本科 4000-8000  

音视频工程师  2 本科 4000-8000  

交通工程师  2 本科 4000-8000  

助理工程师  2 本科 3000-5000  

规划师  4 本科 5000-10000  

项目经理（智慧城市）  5 本科 8000-20000  

运维工程师  2 本科 5000-10000  

咨询工程师  2 本科 5000-10000  

质量保证工程师  2 本科 5000-10000  

软件工程师  3 本科 8000-10000  

软件项目经理  4 本科 15000-17000  

RFID 产品硬件经理  2 本科 6000-8000  

架构师  2 本科 15000-35000  

财务副经理  1 本科 8000-10000  

总经理助理  1 本科 8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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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主管  1 本科 5000-8000  

实习生  5 本科 1800-4000  

工程会计  2 本科 3000-5000  

采购专员  2 本科 1800-4000  

D252 

苏州新东方学校 少儿部教师（语数英）  25 本科 10000  

 

中学部教师（语数英物

化） 
 20 本科 10000  

国外考试部教师  15 本科 10000  

学习管理师  5 本科 5000  

课程销售顾问  5 本科 9000  

客户运营专员  5 本科 5000  

招聘专员  1 本科 5000  

D253 
江苏圣陶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教材编辑  5 本科以上 5000  

韩语翻译  2 本科以上 4500  

英语翻译  2 本科以上 4500  

软件工程师  2 本科以上 4500  

硬件工程师  2 本科以上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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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编辑  1 本科以上 5000  

平面设计  1 本科以上 5200  

采购专员  1 本科以上 4000  

商务专员  3 本科以上 4200  

D254 
苏州优派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初中数学老师  10 本科 

4000-20000

（底薪+课时

费) 

 

英语老师  3 本科 

4000-20000

（底薪+课时

费) 

 

初中物理老师  2 本科 

4000-20000

（底薪+课时

费) 

 

高中数学老师  2 本科 

4000-20000

（底薪+课时

费) 

 

人事专员  1 本科 3000-6000  

D255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测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4500  

节能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4500  

环境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4500  

化学分析师  2 本科及以上 4500  

结构工程师  2 本科及以上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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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6 
苏州市苏房集团有限

公司 

会计  2 本科及以上 6000  

行政专员  2 本科及以上 6000  

工程人员  2 本科及以上 6000  

销售运营  2 本科及以上 6000  

D257 
苏州市禾程假期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计调  6 本科 4000-6000  

旅游计调  4 本科 4000-6000  

旅游销售  4 本科 4000-6000  

销售顾问  6 本科 4000-6000  

旅游美工  2 本科 4000-6000  

D258 
国药控股苏州国宇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2 本科 
综合

5000-1000 
 

采购部助理  2 本科 3000-4500  

出纳  1 本科 3000-4500  

D259 
名城苏州网（苏州名城

信息港发展有限公司） 

新媒体编辑  5 本科 5000-6000  

新闻记者  3 本科 5000-6001  

D260 苏大教服集团 

综合管培生  5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工程（绿化）管培生  5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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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人事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市场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D261 
苏州新一造价师价格

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务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2000-5000  

招投标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2000-5000  

全能助理  12 本科及以上 2000-5000  

D262 

江苏天宏华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

分所 

审计助理  5 本科以上 2000-4000  

绩效评价专员  5 本科以上 2000-4000  

D263 
苏州正华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 

实习生  2 本科及以上 2000-4000  

造价咨询员（有经验）  3 本科及以上 5000 以上  

D264 
苏州德瑞克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10 本科 3000-6000  

人事行政  2 本科及以上 3500-5000  

储备干部  10 本科 3000-6000  

D265 
苏州慧和建筑技术有

限公司 

高端产品顾问  4 名 本科及以上 

3500—6000

底薪+提成+

补贴 

 

暖通工程师  2 名 本科 

5500—6500+

补贴+项目奖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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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专员  2 名 本科 3500+补贴  

D266 苏州美罗商城 

楼层管理  5 本科 4000-5000  

营运柜长  5 本科 4000-5000  

室内装潢设计  1 本科 4500-6500  

平面设计  2 本科 7000-9000  

IT 运维工程师  1 本科 4500-6000  

人事专员  1 本科 4000-6000  

文案  1 本科 4000-6000  

D267 苏州市会议中心集团 

酒管公司（储备干部）  6 本科以上 
年总收入 6

万以上 
 

物业股份有限公（储备

干部） 
 4 本科 

年总收入 6

万以上 
 

酒店大堂副理  2 本科 
年总收入 5

万以上 
 

集团党政办文秘  1 本科以上 
年总收入 6

万以上 
 

项目内勤出纳  1 本科 
年总收入

4.5---5 万 
 

D268 
书香酒店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前台接待  5 本科 3000-3500  

工程专技  1 本科 3000-3500  

销售经理  1 本科 35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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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干部  10 本科 3000-3500  

营运部实习生  2 本科 3000-3500  

D269 
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

司 

营运管理  10 
本科及本科以

上 
3000 以上  

会计  10 
本科及本科以

上 
3000 以上  

D270 
苏州幸福树智能电器

销售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2 本科 
3500+费用+

提成 
 

店长  2 本科 
3500+费用+

提成 
 

运营推广  2 本科 3500+费用  

业务经理  3 本科 
3500+费用+

提成 
 

财务助理  1 本科 3500+费用  

D271 
苏州耀莱腾龙金门影

城管理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  1 本科 3000-4000  

销售代表  2 本科 3000 以上  

运营储备管理  2 本科 3000 以上  

出纳  1 本科 4000 以上  

市场助理  1 本科 3000-4000  

放映员  1 本科 3000-4000  

D272 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 品管部科员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英语 6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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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财务科 会计 2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会计上岗证 

基建 土木工程 2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审计 审计 2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工程部采购 市场营销 2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英语 6 级 

外贸 外贸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英语 6 级 

特种纤维研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0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D273 
康平科技（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 不限 5 本科 面议 
沟通能力强，有谈判意识，

抗压能力强 

会计 会计相关 5 本科 面议 有会计上岗证 

文员 不限 3 本科 面议 办公软件熟练 

工艺员 机械设计 5 本科 面议 熟练运用 CAD，UG，3Dmax 

英语销售 营销类 3 本科 面议 
英语熟练，沟通能力强，抗

压能力强 

人事助理 人力资源 3 本科 面议 抗压能力强 

技术员 机械设计 10 本科 面议 熟练运用 CAD，UG，3Dmax 

D274 
领胜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 
工程储干 

理工科（材料、机

械、自动化等） 
15 本科、硕士 4000-6000 

1、理工科专业，熟练使用

CAD 等绘图软件； 

2、具有良好的沟通及逻辑

思维能力； 

3、抗压能力强； 



 12 / 133 
 

项目管理工程师/储干 英语相关专业 10 本科、硕士 4000-6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英语专业优先，英语

CET6 及以上水平；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

对外交往能力； 

3、抗压能力强，具有一定

的魄力，稳定性好，有恒稳

的事业心； 

销售储干 
专业不限（英语专

业优先） 
10 本科、硕士 4000-6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英语专业优先，英语

CET6 及以上水平；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

对外交往能力 

质量工程师 

（储干） 
专业不限 10 本科、硕士 4000-6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

CET4 及以上水平；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

对外交往能力，熟悉 office

办公软件；3、抗压能力强； 

客服储干 
管理类、国贸、英

语 
2 本科、硕士 4000-6000 

1、英语，外贸，管理等相

关专业，英语能读写 

2、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团队意识，工作积极主动，

头脑灵活 

3、能配合加班，有一定的

抗压能力 

人事/行政储干 管理类 2 本科、硕士 4000-6000 

1、管理类相关专业，英语

四级及以上； 

2、较强的组织沟通与协调

能力、应变能力； 

3、熟练使用办公室软件 

D275 
楼氏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 

技术培训生 - 设备工

程（工程师方向） 

机械，机电或自动

化 相关专业 
4 本科及以上 不低于 4800

1.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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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动手

能力； 

3.良好的合作精神。 

技术培训生 - 设备工

程（技术员方向） 

机械，机电或自动

化 相关专业 
4 本科 不低于 3500

1.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 

2.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动手

能力； 

3.良好的合作精神。 

技术培训生 - 制造系

统工程 

计算机 / 软件工

程或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不低于 4800

1.优秀的沟通能力 

2.独立和积极主动的工作

态度,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快速的学习能力 

技术培训生 - 工艺工

程 
理工类相关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不低于 4800

1.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 

2.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动手

能力； 

3.良好的合作精神。 

D276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

发检测有限公司 
检测员 土木类 10 本科 3000-5000 

岗位职责 

1、负责房屋和市政等建设

工程项目现场各类原材料

的取样、检（试）验及施工

抽检工作。 

2、负责对检测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汇总、出具检测

报告。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房建、

土木、结构、道桥、材料等

相关专业。 

2、具备相关的计算机应用

能力，能够完成资料的制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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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良好的执行能力、沟通

能力和现场应急处理能力。 

4、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

道德，服从公司安排。 

测绘员 测绘类 2 本科 3000-5000 

岗位职责 

1、负责工程检测及工程测

量工作。 

2、负责对测绘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汇总、出具报告。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测绘

工程、测量学等相关专业。 

2、具备基坑监测、房屋沉

降观测等工作经验者优先。 

3、良好的执行能力、沟通

能力和现场应急处理能力。 

4、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

道德，服从公司安排。 

行政专员 中文类 1 本科 3000-5000 

岗位职责 

1、熟悉办公室行政管理知

识及工作流程，熟悉公文写

作格式。 

2、具备基本商务信函写作

能力，熟练运用 OFFICE 等

办公软件。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

传媒等相关专业。 

2、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强

的逻辑思维能力。 

3、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

道德，服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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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D277 
苏州瀚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储备工程师 
电子电气工程、机

电相关专业 
若干 本科 3000-5000 CAD 运用熟练 

技术员 机械相关专业 2 本科 3000-5000  

品质客服 不限 2 本科 3000-5000  

业务专员 
市场营销、工商管

理类专业 
2 本科 3000-5000  

D278 
苏州黑盾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制冷助理工程师 

热能与动力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相

关专业 

2 本科 3000~4000 

熟悉 office、AutoCAD、空

调制冷原理、传热学、流体

力学，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结构助理工程师 
机械或机电一体化

相关专业 
2 本科 3000~4000 

熟练操作 Office办公软件，

熟 练 应 用 Soildworks ，

PRO/E，AUTOCAD 进行设计及

产品开发软件，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 

电气助理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机

电一体化等相关专

业 

2 本科 3000~4000 

能看懂电路原理图，熟悉电

气装配中的有关标准流程，

动手能力强，工作细致，责

任心强，较好的英语基础。 

软件助理工程师 
嵌入式软件相关专

业 
1 本科 3000~4000 

精通单片机、ARM 为核心的

嵌入式软件开发，使用过

STM32 系列者优先；精通单

片机及外围器件使用，有独

立研发项目经验和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 

区域销售工程师 
制冷、机电一体化

相关专业 
3 本科 

3000~4000 

+其他补助 

1、沟通能力强，性格外向，

热爱销售工作； 

2、能适应频繁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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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前/售后技术支持 
制冷、电子、电气

相关专业 
2 本科 3000~4000 

1、沟通能力强，性格外向，

动手能力强； 

2、能适应出差安排。 

工艺技术员 理工类相关专业 1 本科 3000-4000 

理工类专业，吃苦耐劳，较

强的创新能力和沟通协调

能力。 

D279 
苏州江南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现场管理 土建、机电 4 本科 3000-3500  

现场管理 室内装饰 2 本科 3000-3500  

工程监理 全专业 4 本科 3000-3500  

工程造价 房建、机电 2 本科 3000-3500  

内容编辑 
中文、广告、新闻、

行政管理 
1 本科 3000-3500  

文案策划 
中文、广告、新闻、

行政管理 
1 本科 3000-3500  

综合办公司文员 文秘、行政管理 2 本科 3000-3500  

D280 
苏州优乐赛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专员 

力资源、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汉语言

文学、对外汉语专

业 

3 本科 面议 

任职资格 

1、工作细致认真，原则性

强，有良好的执行力及职业

素养； 

2、具有优秀的书面、口头

表达能力、极强的亲和力与

服务意识，沟通领悟能力，

判断决策能力强； 

3、熟练使用常用办公软件

及相关人事管理软件。 

4、能够掌握一定的财务基

础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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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国际贸

易专业 
3 本科 面议 

任职资格 

1、熟悉物流管理、供应链

管理的相关流程及知识，熟

悉公司业务知识和财务基

础知识； 

2、具备良好的计划、管理、

沟通和协调能力； 

3、责任心强，诚信、细致，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会计学、

金融学、经济学专

业 

3 本科 面议 

任职资格 

1、熟悉操作财务软件、

Excel、Word 等办公软件； 

2、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且

有初级会计证优先，形象气

质佳； 

3、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和

工作的能力，工作踏实，认

真细心，积极主动； 

4、良好的职业操守，强烈

的责任心和团队精神，良好

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 

包装工程师 

机械工程、包装工

程、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 

3 本科 面议 

任职资格 

1、精通包装设计，熟悉包

装材料应用及印刷工艺； 

2、熟练应用 UG、CAD、 Creo

等设计软件； 

3、具良好的沟通能力、较

强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 

采购 不限 3 本科 面谈 

任职资格 

1、熟悉相关质量体系标准，

精通采购业务，具备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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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能力、谈判能力和成本

意识； 

2、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D281 
苏州立升膜分离科技

有限公司 

水处理工程师 
环境工程、给排水

专业 
20 本科及以上 面议 

专业知识扎实；善于思考与

学习；具有较好的沟通、协

调、表达、执行能力；英语

6 级，能熟练进行英语口语

交流者佳；在校期间有参与

社会实践者优先。 

机械工程师 机械类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专业知识扎实；动手能力

强；熟练使用 PRE 软件；善

于思考与学习；具有较好的

沟通、协调、表达、执行能

力；在校期间有参与社会实

践者优先。 

电气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类专

业 
5 本科 面议 

专业知识扎实；动手能力

强；善于思考与学习；具有

较好的沟通、协调、表达、

执行能力；在校期间有参与

社会实践者优先。 

储备人员 
机械类、质量管理、

工业工程类专业 
5 本科 面议 

专业知识扎实；动手能力

强；善于思考与学习；具有

较好的沟通、协调、表达、

执行能力；在校期间有参与

社会实践者优先。 

运行服务工程师 
环境工程、给排水

专业及机械工程类 
10 本科 面议 

专业知识扎实；善于思考与

学习；具有较好的沟通、协

调、表达、执行能力；英语

6 级，能熟练进行英语口语

交流者佳；在校期间有参与

社会实践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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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2 
苏州领裕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EPM 储干 英语专业 3 本科 4000-5000  

品质储干 统计学 4 本科 4000-5000 
英语读写说熟练，能与国外

客户沟通交流 

采购储干 
机械，机电或英语

专业 
2 本科 4000-5000  

产品储干 
模具设计与制造或

金属材料学 
4 本科 4000-5000  

自动化 PLC 储干 PLC 运用与编程 1 本科 4000-5000  

EHS 储干 

安全工程、环境工

程、机械、水处理

工程 

1 本科 4000-5000  

销售储干 
英语或市场营销专

业 
5 本科 4000-5000  

表面处理储干 化工专业 2 本科 4000-5000  

MC 储干 
统计，工商管理，

会计优先 
1 本科 4000-5000  

客服储干 英语专业 1 本科 4000-5000  

D283 
苏州美恩语言培训有

限公司 
英语老师 英语或教育专业 5 本科 4000-8000 

1.英语或教育专业及以上

学历，或拥有教育培训相关

从业经验优先； 

2.英语专业八级优先考虑，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

能力，形象气质佳； 

3.有较强的责任心、耐心以

及对教育行业的热心； 

4.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应

变能力，抗压能力强，有团

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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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熟练使用Word, Excel, 

and PowerPoint等各种办公

自动化软件 

6.喜欢孩子，亲和力佳，有

海外留学经验优先，优秀应

届毕业生亦可培养 

课程顾问  6 本科 4000-8000 

1.良好的抗压性 

2.谦虚好学 

3.良好的适应性 

4.足够的耐心 

5.自信 

6.良好的沟通能力 

7.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市场专员  4 本科 3000-6000 

1.良好的抗压性 

2.有吃苦耐劳精神 

3.良好的沟通能力 

4.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D284 
苏州融科创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 不限 3 本科 3000+ 

语言表达能强；性格开朗外

向。 

D285 
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校准工程师 
电子、测控、机械、

化学、热能 
15 本科 4000+ 

工作地点：苏州、南京、合

肥、杭州等地 

技术支持 
车辆工程、机械、

材料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4000+  

销售工程师 
车辆工程、机械等

理工类专业 
5 本科 4000+  

化学检测工程师 化学、环境类专业 5 本科 4000+  

建材检测工程师 
土木、材料、岩石

等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4000+  

评价工程师 环境、热能 2 本科 4000+  



 21 / 133 
 

D286 
苏州智伟达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 

导航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数学，物

理，自动化 
3 本科 5000-10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数学、

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主要研究开发 SLAM 激

光导航，视觉导航，惯性导

航,GPS 等多种组合导航。 

2. 熟 悉

C/C++,OPenCV,MATLAB 等，

了解机器人自主导航路径

规划，路径搜索算法； 

3.数学基础扎实，熟悉多种

算法原理和应用，有数学建

模或熟悉 ROS ,SlAM 相关经

验者优先； 

4.逻辑思维清晰严谨,具备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积极主动，具备较强的学

习能力和钻研能力，较强的

抗压能力。 

6，综合表现优秀的人员，

公司会进行股权激励。 

 

视觉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数学，物

理，自动化 
3 本科 5000-10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数学、

计算机，图像处理，模式识

别等相关专业；主要研究开

发，视觉导航，惯性导

航,GPS 等多种组合导航。 

2. 精 通 C/C++ ， 熟 悉

OPENCV/VisonPro 等图像处

理及相关算法，有机器视觉

和图像处理基础，能够熟练

使用 MATLAB 工具； 

3.数学基础扎实，有数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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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或熟悉 ROS ,SlAM 相关经

验者优先； 

4.逻辑思维清晰严谨,具备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积极主动，具备较强的学

习能力和钻研能力，较强的

抗压能力。 

6，综合表现优秀的人员，

公司会进行股权激励。 

薪资待遇： 面议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电气，数

学，自动化，物理 
5 本科 5000-8000 

计算机、电气、自动化及相

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精通 C/C++软件编程，熟

悉 QT 工具及 Linux 操作系

统 

3.能独立完成软件的设计

编程调试，有独立开发项目

经验者优先，数学基础扎实 

4.有良好的分析和解决问

题能力，逻辑思维清晰严谨 

5.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

责，具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和

团队合作精神； 

6，综合表现优秀的人员，

公司会进行股权激励。 

薪资待遇： 面议 

 

电气工程师 自动化，电气 3 本科 4000-6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 熟悉电路设计开发流

程，熟练运用 CAD 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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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熟悉 C/C++,Linux 系统，

熟悉嵌入式硬件开发及调

试； 

4. 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

责，具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和

团队合作精神； 

 

调试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计

算机 
5 本科 3000-4500 

.自动化或电气专业，大专

上学历； 

2.熟悉 C++编程   了解

Linux 系统相关操作指令； 

3.具有自动化设备安装调

试经验,能看懂电气原理

图，接线图（含出差调试）； 

4.有较强的责任心，良好的

团队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

善于学习。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类 3 本科 4000-6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类

相关专业； 

2. 熟 练 使 用 CAD 和

Solidworks/UG/proe 设计

软件； 

3、有自动化设备机械设计

经验，熟悉钣金和机械加工

工艺； 

4、思路清晰，专业知识扎

实，熟悉力学分析能熟练运

用相关软件，有机械设计项

目经验者有先 

5.人品端正，工作细心，有

团队合作精神，能够吃苦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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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有强烈的责任心 

 

嵌入式开发工程师 自动化，电气 3 本科 5000-80000

1.计算机、电气、自动化等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有嵌入式软件开发以及

在 linux 系统上移植经验； 

熟练掌握 C/C++语言，具有

良好的代码编写习惯； 

熟悉 ARM研发平台的驱动开

发，数学基础扎实，思路清

晰； 

熟练掌握各种常用硬件接

口和传感器设备的驱动开

发和调试； 

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

具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和团

队合作精神； 

综合表现优秀的人员，公司

会进行股权激励。 

薪资待遇 面议 

 销售工师程 理工类 5 本科 4000-6000 

1.机械、电气、自动化、计

算机等相关专业，容貌端

正，气质佳，； 

2.熟练使用计算机及办公

软件，具有网络推广，熟悉

网络销售和线下销售； 

3.善于与人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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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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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

工作压力； 

D287 
西诺威阀门控制（苏

州）有限公司 

销售技术支持 机械类 2 本科 3500-4000 
英语六级，口语好，绘图软

件操作熟练 

技术员 机械类 5 本科 3500-4000 
英语四级，绘图软件操作熟

练 

检验员 机械/质量类 2 本科 3000-3500  

安全员 安全/环境类 1 本科 3000-3500  

财务 财务专业 1 本科 3500-4000 英语六级 

文员 不限 1 本科 3000-3500 英语好 

数控编程 机械类 5 本科 3000-3500  

D288 
英雄梦智能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 机械、机电 1 本科 6000-8000 

机械制图熟练，熟练使用

AUTOCAD 等绘图软件。 具

备领导能力、计划能力、沟

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技术员工 机械、机电 10 本科 3000-6000 
机电、机械、机电一体类专

业 

销售主管  2 本科 3000-10000

懂游戏系统程序、有游乐、

游艺类设备销售实习知识

优先 

运营主管  2 本科 4000-8000 
有游乐、游艺类设备运营实

习知识优先 

D289 
中培国华咨询有限公

司 
留学咨询顾问/助理 不限 10 本科 4500+ 

1.有良好的沟通应变能力、

热爱教育事业，有责任心、

抗压能力强、敢于面对挑

战； 

2.具有很高的工作热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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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敏捷，做事有条理性，具

有团队合作精神； 

 

渠道拓展专员/助理 
市场营销、心理学、

经济贸易 
6 本科 4500+ 

1.普通话标准，有亲和力、

幽默感，愿意挑战高薪； 

2.沟通组织能力强，抗压能

力强，工作认真敬业，具有

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课程销售 不限 2 本科 4500+ 

对高薪充满欲望且富有激

情，希望从事销售工作，有

一定的市场开拓能力，能承

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招生专员/助理 不限 2 本科 3500+ 

1.具有良好的书面，口头表

达能力，具有亲和力。 

2.吃苦耐劳，工作细致认

真，原则性强，有良好的执

行力。 

企业/文化培训专员 

人力资源、经济管

理相关专业 

 

3 本科 3500+ 

熟悉电脑文案操作 Word、

Excel、PPT 

有一定的演讲基础，语言表

达能力强 

市场专员/助理 
市场营销、经济管

理等相关专业 
4 本科 4000+ 

1.配合公司市场推广活动，

提高客户签约率； 

2.具备开拓性思维，积极推

广公司品牌及寻找潜在目

标客户； 

3.配合公司讲座、项目推介

会、咨询会等市场推广活

动； 

教务人员 不限 5 本科 4000+ 

1.市场营销、心理学、经济

贸易等专业毕业优先考虑； 

2.普通话标准，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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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感，愿意挑战高薪； 

3.沟通组织能力强，抗压能

力强，工作认真敬业，具有

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院长助理 
经济管理、行政文

秘类等相关专业 
1 本科 4500+ 

1.形象气质佳，能熟练操作

Office 办公软件； 

2.协助院长处理日常事务

性工作； 

3.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对

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有行政工作经验者优先。 

4.有过相关岗位实习经验

的优先考虑 

综合管理专员 
管理类、行政文秘

类相关专业 
2 本科 4000+ 

1.较强的学习和融入能力，

熟 悉 使 用 办 公 软 件 ； 

2.学校班干部、三好学生等

优先考虑 

助教 不限 3 本科 4000+ 

1.热爱教育行业、好学上

进、做事细心、沟通能力强 

2.普通话标准； 

储备干部 不限 8 本科 4000+ 

1.热爱教育事业，有高度的

责任心，善于管理时间，做

事有条理；  

2.较强的学习和融入能力，

熟悉使用办公软件；  

3.欢迎大学应届毕业生应

聘，要求有大学社团工作、

领导经验，择优留用；  

4.普通话沟通无碍； 

D290 
紫光云引擎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 
云展示厅客户接待员 

市场营销、旅游管

理专业等 
10 本科及以上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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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汉语言

文学、新闻专业等 
5 本科及以上 4000  

开发、测试 理工类专业 30 硕士及以上 7000-8000 工作地点：南京、北京 

方案、项目管理、运维 理工类专业 10 硕士及以上 7000-8000 工作地点：南京、北京 

品牌、销售 不限 10 硕士及以上 5000-6000 工作地点：南京、北京 

人力、财务、行政 不限 5 硕士及以上 5000-6000 工作地点：南京、北京 

D291 
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

公司 

机械工程师 机械制造 5 本科 4000-5000  

研发工程师 机械制造 5 硕士 5000-6000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机械制

造 
5 本科 4000-5000  

销售工程师 
市场营销/机械制

造 
5 本科 4000-5000  

D292 
江苏步步高置业有限

公司 

招商专员 不限 3 二本及以上 6000-7000  

平台运 

营专员 
不限 3 二本及以上 6000-7000  

D293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知识培训专员 不限 1 本科 
3500-4500/

月 

性格开朗，善于沟通，可接

受短期出差； 

出纳员 财务类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月 

有会计从业资格证，原则性

强，做事踏实认真，责任心

强； 

订单员 不限 1 本科 
3500-4500/

月 

数据概念强，熟练 WPS、

Word、excle 等办公软件； 

店面设计师 艺术设计类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月 

能适应在外出差，有一定的

现场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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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区域之星 

 

市场营销、工商管

理等专业 
10 本科 

80000-12000

0/年 

有意向从事市场营销方向

的工作； 

工程业务经理 市场、工程类专业 3 本科 
80000-12000

0/年 
能适应阶段性出差； 

工程部助理 不限 1 本科 
3500-4500/

月 

熟练 WPS、Word、excle 等

办公软件，做事细心、责任

心强； 

业务助理 不限 1 本科 
3500-4500/

月 

男生优先，后期参与市场调

研，公司意向培养； 

项目监理 工程类相关专业 5 本科 
80000-10000

0/年 

能适应长期出差，服从公司

调配。 

D294 
德维阀门铸造（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 

阀门设计技术员 机械类 10 本科 面议 

英语四级，能熟练使用

CAD/UG 或 PROE 制图软件，

掌握机械制造专业知识 

工艺技术员 材料类 5 本科 面议 

机械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

学历。会使用 CAD，UG 等制

图软件 

阀门检验员 不限 5 本科 面议 
能看 CAD 图纸，会使用基本

的量具：如游标卡尺 

IT 
计算机管理/软件

设计 
2 本科 面议 

计算机管理/软件设计专

业，可接受应届生 

销售支持 机械类 5 本科 面议 
会使用 CAD 制图，CET4 及以

上，沟通能力强 

质量专员 不限 2 本科 面议 沟通能力强 

理化检测员 机械类 2 本科  会看 CAD 图纸，学习能力强 

财务 财会类 2 本科 面议 
要求财会专业本科学历，男

生，英语六级及以上 

铸造工程师 冶金类 2 本科 面议 
冶金/金属材料专业，本科

学历、能吃苦，可配合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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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助理 冶金类 2 本科 面议 

冶金工程/金属工程专业，

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善

于学习。该岗位前期需要在

车间实习三个月。 

HSE 环境工程类 2 本科 面议 

掌握安全法律法规要求，具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协作

精神，执行力强。 

储备干部 机械类 10 本科 面议 学习能力强 

D295 
苏州顶裕节能设备有

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信息系统、软件设

计 
3 本科 4000-6000 

精通 SQLSERVER、数据库编

程 

行销专员 广告设计 1 本科 3000-6000 

1.熟练使用 PS 图片处理软

件 

2.有撰写宣传推广文案、广

告创意设计 

3.能熟练操作美工软件 

工艺工程师 
环境工程或化学专

业 
1 研究生 4500-6500 

1.熟悉 CAD 工程制图 

2.适应经常性出差的工作

性质 

3. 思维敏捷有良好的沟通

能力、责任心强 

销售人员 市场营销 5 本科  

1. OFFICE 办公软件熟练操

作，适应长期的出差 

2. 沟通能力佳，有较强的

团队合作精神，服从性、自

律性和抗压能力强，具有坚

持不懈的精神 

D296 

苏州东恒盛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吴江东恒盛国际大酒

店分公司 

前台接待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2 人 / 面议 

能英语交流，形象气质佳、

性格外向、有较好的服务意

识 

审计员 财务/会计 1 人 / 面议 责任心强、对数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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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助理 市场营销 2 人 / 面议 
性格外向，善于交流，有较

好的服务意识 

D297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财务 会计相关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人力资源专员 管理类相关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IT 专员 计算机专业 2 本科 3500-4000  

机械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电气工程师 电气相关专业 6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采购专员 机电相关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3500-5000  

销售工程师 机电相关专业 8 本科及以上 3500-5000  

国际销售工程师 
机电、国贸、外语、

营销类专业 
6 本科及以上 3500-5000  

服务工程师 机电相关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3500-5000  

质量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2 本科 3500-4000  

D298 
吴江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 
管培 

城市燃气、热动、

油气储运、建环等

相关专业 

2-4

人 
本科 

面议，不低于

3500 元/月 

1、身体健康，诚实踏实，

学习成绩较好，专业成绩优

秀； 

2、致力于燃气行业，愿意

长期稳定发展的人； 

3、责任感强，安全意识高

的人； 

4、学习及创新能力高，不

断发现及改善问题的人； 

5、沟通及表达能力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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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服务的人。 

管培 
机械、机电、仪器

仪表等相关专业 

2-4

人 
本科 

面议，不低于

3500 元/月 

1、身体健康，诚实踏实，

学习成绩较好，专业成绩优

秀； 

2、致力于燃气行业，愿意

长期稳定发展的人； 

3、责任感强，安全意识高

的人； 

4、学习及创新能力高，不

断发现及改善问题的人； 

5、沟通及表达能力强，能

做好服务的人。 

管培 计算机相关专业 
2-4

人 
本科 

面议，不低于

3500 元/月 

1、身体健康，诚实踏实，

学习成绩较好，专业成绩优

秀； 

2、致力于燃气行业，愿意

长期稳定发展的人； 

3、责任感强，安全意识高

的人； 

4、学习及创新能力高，不

断发现及改善问题的人； 

5、沟通及表达能力强，能

做好服务的人。 

管培 

工商管理、企业管

理、档案管理、中

文、文秘等相关专

业 

2-4

人 
本科 

面议，不低于

3500 元/月 

1、身体健康，诚实踏实，

学习成绩较好，专业成绩优

秀； 

2、致力于燃气行业，愿意

长期稳定发展的人； 

3、责任感强，安全意识高

的人； 

4、学习及创新能力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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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现及改善问题的人； 

5、沟通及表达能力强，能

做好服务的人。 

D299 
苏州高求美达橡胶金

属减震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员 
高分子、材料、化

学等相关专业 
10 本科 5000  

实验室技术员 
高分子、机械制造

等相关专业 
2 本科 4500  

研发助理 
机械、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 
6 本科 5500 CAD 制图 

D300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

限公司 

工艺 
现代纺织、应用化

工、 
20 本科及以上 3000-5900  

电仪 
电气自动化、机电

一体化、应用电子 
15 本科及以上 3000-5900  

车间文职、物流管理 不限 5 本科 2800-3500  

人事专员 行政类 2 本科及以上 2800-3500  

D301 
江苏国伟兴塑料科技

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商务英语或国际贸

易 
2 本科 4000-6000 英语四级以上，国际贸易 

电商专员 电商专业 4 本科 4000-6000 电商专业 

内销 不限 2 本科 4000-6000 对销售行业感兴趣 

D302 
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

司 

生产管理储备干部 药学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

4500-6000 

硕士

5000-7000 

博士 1-1.1

万 

 

质量管理储备干部 药学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

45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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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5000-7000 

博士 1-1.1

万 

D303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

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 1 硕士 5500+ CET-6 

IE 工程师 工业工程 2 本科 4500+ CET-4 

工艺工程师 通信、电子 3 硕士 5500+ CET-6 

研发工程师 光电信息科学 4 本科 4500+ CET-4 

研发工程师 非金属材料 2 硕士 5500+ CET-6 

软件解调工程师 
测控技术与仪器工

程 
1 本科 4500+ CET-4 

D304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

限公司 

市场营销 不限 3 本科 4200 以上  

海外技术支持 通信工程 5 本科 4200 以上  

研发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电线电缆/

机械电子工程/机

电一体化 

3 硕士 5500 以上  

生产储备 
经济学/工业工程/ 

财务管理 
3 本科 4200 以上  

质量改进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 1 本科 4200 以上  

D305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 

技术储备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0 本科 3500 以上  

技术储备 纺织工程 10 本科 35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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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储备 安全工程 5 本科 3500 以上  

技术储备 电气自动化专业 5 本科 3500 以上  

技术储备 环境工程 5 本科 3500 以上  

技术储备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10 本科 3500 以上  

软件开发 软件工程 5 本科 3500 以上  

内贸销售 市场营销 20 本科 3500 以上  

外贸销售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 本科 3500 以上  

D306 
苏州宏泰酒店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前台接待 文秘行政类 若干 本科 4000-5000  

服务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

理 
若干 本科 3500-5000  

人事行政 文秘行政类 若干 本科 4000-5000  

财务 财经类 若干 本科上 4000-5000  

D307 
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

限公司 

服装设计师 服装设计 5 本科 5000+  

服装版师 服装设计 5 本科 5000+  

外贸跟单 国际贸易/纺织类 5 本科 5000+ 英语熟练 

品牌运营 服装纺织类 2 本科 5000+  

文案编辑 不限 2 本科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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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运营 电子商务 2 本科 5000+  

美工 服装纺织 2 本科 5000+  

D308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助理 
管理、营销、印刷

技术及相关专业 
5 本科 5000-6000 

热爱金属包装行业，对本行

业有一定的了解；有很强的

计划性和实施执行的能力；

有亲和力，很强的沟通、协

调、团队领导能力，高度的

责任心、事业心，能承受较

大的工作压力；知识结构较

全面，能够迅速掌握与公司

业务有关的各种知识；具备

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

专业知识。 

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 

及相关专业 
5 本科 4000-5000 

抗压、适应能力强、能吃苦

耐劳，具有较强的组织、沟

通、协调能力；具有作业现

场人员管理能力和一定的

行政管理能力，有较强的团

队领导力和带动力，能很好

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储备干部 
管理、印刷及材料

等相关专业 
10 本科 4000-5000 

热爱金属包装行业，对本行

业有一定的了解；学习、适

应能力强，能吃苦耐劳，具

有较强的组织、沟通、协调

能力。 

D309 吉尔达纺织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 国际贸易 3 本科 底薪+提成 
有开拓客户的逻辑思维，有

不畏艰难的执着和毅力 

业务理单 国际贸易 3 本科 3500-5000 
有细心周到的建账，业务过

程的追踪，和客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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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分析 纺织工程 1 本科 3000-5000 
专业的面料分析数据化，认

真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文员统计 会计相关 2 本科 3500-4000 
敏感的数据概念，能熟练利

用软件统计数据 

行政人事助理 人力资源 1 本科 3500-5000 
熟悉人力资源模块，了解企

业文化的建制，会 PS 

行政文员 行政文秘 1 本科 3500-4000 理喻、热情、热心、正能量 

财务会计 财务专业 1 本科 3500-5000 
专业的财务知识和财务数

据的分析和运用 

D310 
江苏集萃有机光电技

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助理检测工程师 
材料，物理，化学，

电子等理工类 
4 本科 4000-5000 

1、完成分析检测服务，设

备简单维护。 

2、规范编写项目测试计划、

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熟悉

常用缺陷管理工具。 

光提取工艺技术员 
物理、化学、材料

科学 
2 本科 4000-5000 

1、工科，动手能力、学习

能力强者优先； 

2、进行进行 OLED 内、外光

取出层制备等相关工作。 

OLED 工艺技术员 理工科 2 本科 4000-5000 

1、主要进行 OLED 器件蒸镀

及测试等相关工作； 

2、进行各种与器件相关的

表征测试工作。 

3、工科，动手能力、学习

能力强者优先 

封装工艺助理工程师 理工科 1 本科 4000-5000 

负责器件老化测试、灯片绑

定工艺、封装盖板凹槽的雕

刻制做 

封装工艺技术员或助理

技术员 
理工科 2 本科 4000-5000 

负责自动化设备的操作及

耗材的更换 

薄膜工艺工程师 材料，物理，化学，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1、负责 CVD 设备的无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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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等理工类 机膜层膜值分析，PECVD 定

期维护保养； 

2、有机膜层膜值分析，Ink

统计更换，Ink 材料导入，

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PVD 工程师 
材料，物理，化学，

电子等理工类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1、PVD 设备的操作与工艺改

善； 

2、具有 ITO 和 Al/Mo 等金

属的溅射经验 

黄光助理工程师 理工科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1、负责黄光工艺段耗材的

导入和测试 

2、设备的保养 

3、熟悉 ITO 或其它金属的

刻蚀工艺 

硬件工程师 
电子、电信、自动

化相关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3 年及

以上 LCM 或 AMOLED 电子设

计或 测试 工作经验； 

2、熟练使用power PCBORCAD

等工具软件能熟练 PCB 

LAYOUT； 

3、熟悉 LCM 或 AMOLED 各项

指标和测试方法。 

岗位职责： 

1、能独立完成显示模块在

整机的各项测试工作，并跟

踪测试结果，提出改良方

案； 

2、能协助完成客户端运用

调试； 

3、配合出差解决产品问题。 

硬件电路助理工程师 
电子、电信、自动

化相关专业 
1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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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助理工程师 

电子、计算机、电

信、自动化等、软

件相关专业 

1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仿真设计助理工程师 
物理、微电子、半

导体相关 
2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可兼职黄光段 Photo Mask

设计 

机械工程师 
机械工程及相关专

业 
4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1.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等专

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2.有较强的责任感，工作积

极主动，吃苦耐劳。（可接

受应届生） 

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相关专

业 
2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负责装备的电器控制设计，

安装，调试 

助理工程师 
机械、机电、电子

等相关专业 
4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1.参与真空镀膜设备部件

的系统设计、调试、安装及

维护（包括磁控溅射，电阻

丝蒸发，PECVD，电子束蒸

发等） 

销售工程师 
机械、机电、电子

等相关专业 
1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1 负责装备市场业务； 

2 学历：大专及以上，理工

科背景，性格外向，善与人

打交道。 

FPGA 工程师  1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1.熟练掌握Verilog 语言和

市面上常用的 FPGA 芯片编

程方法，熟悉 Lattice FPGA

的优先； 

2.熟练使用Quartus 软件或

其他 FPGA 编程软件，熟悉

Diamond 软件的优先； 

3.有使用 FPGA 编写 TDC 模

块经验的优先； 

4.掌握基本的电子电路知

识，熟悉模拟和数字电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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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熟练使用示波器，信号发

生器等常用电子设备。 

器件工程师 物理专业 1 硕士 6000-8000 
有 OLED 研究或从业经验者

优先 

光提取助理工程师  1 硕士 6000-8000 

熟练纳米压印技术，能根据

需要制备多种微纳结构，熟

练旋涂及其它涂布工艺，有

微纳结构制备及涂布工艺

经验者优先 

器件部 

物理、材料、光学，

以及OLED相关研发

经验 

1 博士   

产品设计部 
电子、光学、物理

等专业 
1 博士   

光电工艺部  1 博士  

微纳制造与加工研发经验,

具有 CVD、PVD 等薄膜沉积

经验，光刻经验等 

 

D311 
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 
涂布工艺/研发工程师 

化学/高分子专业/

锂电池材料相关 

化学/高分子专业 

5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综合工资：

本科

3500-4000元

/月， 

硕士

4500-5000元

/月 

责任感强、工作自主,有一

定的人际沟通能力；富有团

队合作精神 

D312 
吴江市金澜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及相关专业 4 本科 4500-5000 

机械及相关类专业，熟练运

用 Solidworks,Proe 等软

件；熟悉各种机械结构，了

解加工工艺;有较强的沟通

和协调能力，有责任心，优

秀应届毕业生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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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计工程师 自动化及相关专业 4 本科 4500-5000 

，熟悉电气控制常用元件的

特性;电气设计、安装调试

工作经验，了解非标设备的

开 发 流 程 ， 精 通

Siemens(S7-200&300),AB, 

Omron, Mitsubishi 其中至

少一种 PLC。掌握伺服/步进

等运动控制系统设计,使用

运动控制和通讯模块；具有

一定 PC 工控设计及编程经

验;具备一定的英语读写能

力。 

人才储备 机械及自动化专业 10 本科 4000-4500 优秀应届毕业生亦可 

外贸业务专员 商务英语专业 2 本科 4000-4500 

1、一年以上外贸业务工作，

有五金、零件、机械设备外

贸经验者优先； 

2、英语书面能力强，有一

定的口语交流能力； 

3、 =有一定的业务沟通和

协调能力。 

D313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

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线束开发工程师 车辆工程 5 本科 5000 

1、汽车工程相关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 

2、熟悉电器原理、电源分

配的设计，电器零部件选

择、匹配的应用能力； 

3、有对整车线束图纸技术

分析、BOM 制作和解决样线

试制问题的能力； 

4、熟练应用 CATIA、UG 进

行三维线束数模设计，或能

熟练应用CHS设计软件者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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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IE 工程师 工业工程 3 本科 5000 

1.具备良好的工艺规划和

实施控制能力；较好的分析

问题和指导现场能力 

2.有改善、创新和学习能

力；具备敬业精神、能吃苦

耐劳；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

通协调能力； 

3.熟悉机械设备类产品制

造工艺路线； 

4.熟悉生产现场布置原则

掌握物流分析方法； 

5.能根据产品进行生产排

线、人员配置、工时定额核

准等。熟练使用 AutoCAD、

office，Solidworks 等。 

设备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1 本科 5000 

1、熟练 Kuka 机器人，PLC

编程等     

2、机械或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背景，有较强设备维修操

作能力者优先；     

3、机械及机电一体化的专

业知识技能。     

4、精通 CAD、Office 等相

关软件。     

5、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D314 
精元电脑（江苏）有限

公司 

PM 工程师 
英语专业、工商管

理 
10 本科 4500 起 英语六级、八级 

电气工程师 机械类专业 5 本科 4500 起 
工作认真，积极向上，热爱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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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类专业 10 本科 4500 起 
工作认真，积极向上，热爱

学习 

自动化工程师 机械类专业 10 本科 4500 起 
工作认真，积极向上，热爱

学习 

模具设计 模具设计与制造 5 本科 4500 起 

熟悉 UG,CAD 软件操作，工

作认真，积极向上，热爱学

习 

D315 
苏州凯虹高分子科技

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员 高分子或环境工程 
2-3

人 
本科 3500 

工作认真，具备一定的学习

能力和创新精神，会 CAD 或

UG 制图软件优先 

工艺技术员 
结构设计或工业自

动化 

2-3

人 
本科 3500 

动手能力强，肯吃苦耐劳，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D316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 

管理培训生 不限 2 本科及以上 8000 

1.具有一定的口头表达及

文字撰写能力； 

2.具有良好的沟通及协调

能力； 

3.五官端正、气质形象佳、

身高 162 以上； 

4.籍贯最好为苏南地区，苏

州、吴江优佳； 

国外销售助理 俄语、英语、韩语 4 本科及以上 4300-4800 

1.具有专业语言的表达和

书写能力； 

2.可适应国外短期出差； 

3.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

能力； 

D317 
苏州科伦特电源科技

有限公司 

机械助理工程师 机械 10 本科 3500  

工艺助理工程师 机电、机械 5 本科 3500  

客服助理 市场销售 3 本科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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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储备干部 不限 6 本科 3500  

D318 
苏州凌创瑞地测控技

术有限公司 

硬件工程师 
计算机、通信工程、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实习生年薪8

万+； 

全职年薪

15-40万及公

司期权激励

EE 相关专业； 

能熟练使用 Allegro、PADS

或 AD 等至少一种工具进行

PCB 设计； 

能熟练使用示波器、频谱仪

等进行有效的硬件调试； 

具有高速数字信号布板经

验； 

性格沉稳，富有责任心； 

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学

习能力； 

具有 FPGA、ARM 嵌入式硬件

开发经验的优先； 

职责：负责原理图、PCB 设

计级功能调试。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通信工程、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实习生年薪

10 万+； 

全职年薪

15-40 万；公

司期权激励

计算机软件或EE相关专业； 

熟悉嵌入式软件开发流程，

熟悉C/C++/python 等语言； 

熟悉嵌入式 linux 的移植、

剪裁、驱动和应用开发； 

富有责任心，做事专一； 

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学

习能力； 

熟悉 TCP/IP 等网络通信协

议的优先； 

熟悉 VS 平台开发 windows

应用软件的优先。 

职责：负责项目嵌入式系统

的搭建、驱动开发；设备与

工控机网络通信接口和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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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开发。 

逻辑工程师 
计算机、通信工程、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实习生年薪

10 万+ 

全职年薪

20-40万及公

司期权激励

EE 相关专业； 

熟悉 Verilog/VHDL 等语言，

逻辑思维较强； 

能熟练使用 ModelSim 、

ISE/Vivado 进行 FPGA 工程

开发； 

富有责任心和职业精神； 

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学

习能力； 

至少两项 FPGA 相关成功项

目（逻辑代码>10k 行）； 

具有网络通信相关基础知

识或项目经验。 

职责：负责项目功能模组的

逻辑开发、逻辑仿真测试，

为硬件提供合适的测试逻

辑。 

经理助理 
工商管理专业或法

律专业 
1 本科 4000-7000 

1、工商管理专业、法律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

力； 

3、了解法律相关知识，有

较强的的应变能力及逻辑

思维能力； 

4、良好的计划和综合分析

能力； 

5、工作认真、负责、仔细。 

法务助理 法律专业 1 本科 4000-7000 

1、相关法律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 

2、精通相关法律知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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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法、劳动法、合同法

等相关法律； 

3、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应变能力； 

4、具有严谨的文字功底和

语言表达能力； 

5、工作认真、负责、仔细。 

助理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通信工程、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4000-8000 

1、计算机、自动化、通信

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 

2、熟悉测试理论知识，熟

悉软件开发周期； 

3、扎实的计算机相关知识，

熟练掌握至少一门编程语

言； 

4、有较好的逻辑能力、分

析能力、动手能力； 

5、具有较强的学习，沟通，

协调，以及独立工作能力； 

6、有 LabVIEW、TestStand

等相关使用经验的优先； 

职责：软件开发、调试、修

改及维护；跟踪售后协助开

发人员解决问题；软件相关

文档的撰写。 

机械工程师 
自动化、电气、电

子工程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4000-8000 

1、熟悉机械原理，机械加

工生产工艺； 

2、熟练使用 autocad、

solidworks 等相关制图软

件，完成零部件/产品设计

图纸； 

3、与客户有效沟通，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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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理解能

力； 

4、能独立设计机械项目，

有创新能力，有良好外观设

计和审美能力； 

5、具备对产品结构强度、

完整性、可靠性、材料规范

性、可加工性、安全性的分

析能力； 

6、动手能力强，有较强的

团队意识； 

职责：负责非标自动化设备

的机械设计；根据需求制定

方案进行最终设计。 

电气工程师 
自动化、电气、电

子工程相关专业 
3 本科及以上 4000-80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自

动化以及相关专业； 

2.熟悉主流 PLC 编程开发，

精通欧姆龙等PLC的硬件选

型和程序设计，熟练使用西

门子 S7-300/S7-1500 PLC，

熟练使用相关的通讯以及

网络模块等； 

4.熟悉主流 HMI 编程设计，

熟练使用西门子 HMI，3 年

及以上经验，熟悉常规 HMI

编程规则； 

5.熟悉主流电气绘图软件，

熟练使用CAD和相关软件画

图； 

6.熟悉电气元器件的选型

以及特性，熟练掌握电气设

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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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熟悉电机控制及气路设

计； 

8.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主

动积极的自学能力，良好的

沟通能力以及实际动手能

力。 

职责：按非标制造工艺设计

电气控制系统。 

 

D319 
苏州凌犀物联网技术

有限公司 

硬件研发 

人员 

通信、电子、计算

机、电气类 
1-2 本科及以上 3500+ 

1、通信、电子、计算机、

电气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

上学历； 

2、熟悉 EDA 硬件系统设计、

PCB 板设计，电路及模数科

目成绩优秀； 

3、熟练掌握 C/C++语言，汇

编语言，程序科目成绩优

秀； 

4、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工

作认真负责，为人诚实可

靠、品行端正； 

5.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

面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

力。 

软件研发 

人员 
计算机类 1-2 本科及以上 3500+ 

1、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 

2、较好掌握.Net 框架开发，

有跨平台开发经验，做过独

立项目优先； 

3、专业科目成绩优秀； 

4、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

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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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人员 

通信、电子、计算

机、电气类或其他

相关专业 

1-2 本科及以上 3500+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

科目成绩优秀； 

2、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工

作认真负责，为人诚实可

靠、品行端正； 

3、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

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4、具有项目管理经验、组

织协调能力要强。 

D320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

限公司 

售前技术支持工程师 车辆、机械 6 本科 4500~6000  

工艺工程师 车辆、机械 6 本科 4500~6000  

售后服务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系统应用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系统仿真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结构工程师 车辆、机械 9 本科 4500~6000  

硬件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软件开发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应用工程师 车辆、机械 6 本科 4500~6000  

变速箱研发工程师 车辆、机械 6 本科 4500~6000  

CAE 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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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研发工程师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乘用车事业部管培生 车辆、机械 24 本科 4500~6000  

IT 工程师 车辆、机械 6 本科 4500~6000  

项目申报专员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法务专员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内勤实习生 车辆、机械 6 本科 4500~6000  

活动策划专员 车辆、机械 3 本科 4500~6000  

D321 
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

公司 

内衣设计 服装设计 1 本科及以上 4000-6000  

采购员 纺织工程 2 本科及以上 4000-6000  

税务会计 会计学/金融学 1 本科及以上 5000-7000  

行政专员 
行政管理/工商管

理等 
1 本科及以上 4000-6000  

软件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软件工程等 
1 本科及以上 6000-8000  

D322 
吴江市明港道桥工程

有限公司 
项目部技术员 

工程类（市政路桥、

土木工程） 
8 本科及以上 5000  

D323 
苏州诺睿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PHP 技术开发 计算机相关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7000 以上 热爱编程，做事认真严谨 

前端工程开发 计算机相关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7000 以上 热爱编程，做事认真严谨 

后端开发 计算机相关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7000 以上 热爱编程，做事认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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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4 
苏州鹏旭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有机合成研究员 化学或化工 5 本科 4.5K 左右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扎实 

了解文献检索方面的知识 

具备一定的有机实验操作

经验 

具有良好的英语写作和阅

读能力 

能够服从公司安排，配合其

他部门工作 

学习能力强、科学态度严

谨、注意细节、善于沟通、

积极主动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强， 

诚实、正直，具有优秀的团

队合作精神 

药物分析研究员 
化学、化工、药学、

制药工程 
5 本科 4.5K 左右 

了解气相、液相色谱等分析

仪器的原理 

熟悉酸碱滴定等化学的原

理与操作方法 

具有一定的英语写作和阅

读能力 

学习能力强、科学态度严

谨、注意细节、善于沟通、

积极主动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强，能

够同时规划多个项目 

诚实、正直，具有优秀的团

队合作精神 

D325 
苏州普莱特环保新材

料有限公司 
管培生 

不限，机械自动化、

材料专业或者化学

专业优先 

6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

通能力；具有亲和力，具备

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

力；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

的工作压力，有团队协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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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善于挑战;有驾照，英

语四级优先。 

品管员 
不限，材料专业优

先 
2 本科 4000~5000 

能吃苦耐劳，有较强的分析

能力、沟通能力，原则性强。 

IE 工程师 
工程或理工科相关

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4000~5000 

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

作压力，有团队协作精神，

学习能力强、有驾照，英语

四级。 

D326 
苏州麒滕软件开发有

限公司 

产品经理  1 本科 3000-6000  

ERP 开发 程序开发 1 本科 4000-1 万  

UI 设计  1 本科 3000-6000  

业务助理  1 本科 2000-5000  

E327 
苏州青颖飞帆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 

Ios 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工程） 10 
本科及本科以

上 
8000-14000

热爱技术，有极客精神，乐

于创新和学习 

Android 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工程） 10 
本科及本科以

上 
8000-14000

热爱技术，有极客精神，乐

于创新和学习 

Java 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工程） 8 
本科及本科以

上 
8000-14000

热爱技术，有极客精神，乐

于创新和学习 

区域销售 不限 5 本科 4000-6000 
热爱营销，善于沟通，吃苦

耐劳，不畏艰难 

电话销售 不限 8 本科 3000-5000 
热爱营销，善于沟通，吃苦

耐劳，不畏艰难 

售后助理 不限 8 本科 3000-5000 
良好的服务意识，善于沟

通，富有责任心 

E328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

究院（吴江） 
硬件工程师 

电力电子、电气工

程、自动化、机械

电子、电机等相关

2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具有汽车工程方面的项

目经验，有汽车转动和动力

总成控制经验。 



 53 / 133 
 

专业 2、有变频器、整流器、DC/DC

变换器、逆变器、相位控制

器、MOSFET 和 IGBT 相关控

制经验。 

3、有汇编语言嵌入式、C/C 

软件开发和控制模型自动

编码的相关经验； 

4、有 TI、英飞凌、飞思卡

尔等 DSP 硬件开发经验。 

5、可应用 Lab-View 或其他

同类软件对电机驱动系统

进行验证测试； 

6、支持元件开发及子系统

和整车的实验、调试； 

嵌入式底层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通信，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嵌入式软件开发，有 2

个项目以上经验 

2、熟悉 ARM 等嵌入式微处

理器，精通 ARM 等为核心的

嵌入式底层，应用软件，精

通 C/C++ 

3、熟悉 LINUX/WINCE/UCOS

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够熟练

编写其应用程序 

嵌入式算法工程师 

汽车、电气自动化、

自动化、测控仪器

与技术或相关专业 

3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具有汽车专业知识背景；

2. 熟 练 掌 握 办 公 软 件

（OFFICE 系列、三维制图、

MATLAB 等） 

3，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试验

能力；4，优先考虑具有从

事汽车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者；,5，具有一定的英语阅

读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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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工程师 

电力电子、电气工

程、自动化、机械

电子、电机等相关

专业 

2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有 Simulink 开发控制软

件的经验优先； 

2、熟练应用标定软件，如

INCA； 

3、 有较强的沟通和协调能

力，团队协作精神好 

自动驾驶研发主管 

汽车工程，自动化，

计算机，电子信息

类专业 

1 博士研究生 10000 以上 

对汽车电子和智能汽车领

域相关知识有深入了解，作

为主要负责人开展过自动

驾驶相关研究项目；具备良

好的数学基础，对传感器技

术、控制理论等有深入了解

和实际应用；熟悉软件开发

流程，能熟练运用 MATLAB、

有较强的 C/C++编程能力，

了解 ROS 系统框架。英语 6

级。 

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 

汽车工程，自动化，

计算机，电子信息

类专业 

2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对汽车电子和智能汽车领

域相关知识有深入了解，参

与过自动驾驶相关研究项

目；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

对传感器技术、控制理论等

有深入了解和实际应用；熟

悉软件开发流程，能熟练运

用 MATLAB、有较强的 C/C++

编程能力，了解 ROS 系统框

架。英语 6级。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汽车、交通等相关

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熟练的汽车驾驶技能 

2、良好的分析、归纳及解

决问题能力，具备较强的沟

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项

目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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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

够适应一定的工作压力。 

3、能够熟练使用 office 系

列办公软件 

4、英语口语熟练 

图像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机器视觉、

图像处理等相关专

业 

3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 熟悉目标检测、目标跟

踪、目标识别、目标分类等

视频分析基础算法 

2、 具有视频行为分析开发

经验，有视频浓缩、视频检

索开发经验者优先 

3、 良好的 CC 程序开发能

力和算法实现功底 

4、 具有图像处理、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等方面的理论

知识和研究背景，能熟练阅

读相关英文论文和专利 

5、 在视觉计算、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等领域有优秀的

论文发表记录(如顶级会议

或期刊的文章)优先 

6、有基于图像的车道线检

测的实际项目开发经验优

先 

自动泊车系统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自动

控制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车辆工程

等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有轨迹规划、控制系统开

发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 Matlab/Simulink和

自动代码生成； 

3.熟悉自动泊车系统的控

制，并有丰富的设计经验； 

4.熟悉摄像头和超声波雷

达相关的工程应用经验； 



 56 / 133 
 

5.了解车辆相关知识，熟悉

车辆底盘控制、车身动力

学、轮胎及EPS/ESP 等特性，

具有良好数学建模基础； 

6.掌握经典控制理论，精通

Matlab Simulink 建模、仿

真调试开发，具备 Carsim

虚拟场景开发知识； 

7.具有泊车路径规划、机器

人路径规划或 SLAM 路径规

划等经验者优先； 

8.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学

习能力，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车

辆等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1.精通 C/C++及嵌入式开

发； 

2.熟悉汽车行业软件开发

流程和常用车载单片机； 

3.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学

习能力，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 

嵌入式系统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类相关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1、有嵌入式系统方向工作

经验； 

2、精通 LINUX 系统架构，

以及驱动开发； 

3、具有丰富的驱动开发、

调试经验，具有视频和摄像

头相关驱动开发经验的优

先； 

4、熟悉 ARM 平台各类芯片，

对于特定问题可以提出较

好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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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良好的数学功底，较强

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做事积极主

动、负责，有良好的时间观

念； 

FPGA 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类相关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1、精通 Verilog 编程语言，

熟练 FPGA 驱动及视觉算法

开发； 

2、至少掌握一种（Lattice、

Altera、Xilinx）FPGA 开发

及仿真工具； 

3、有双目视觉 FPGA 算法开

发经验优先； 

4、有 FPGA 摄像头驱动开发

经验优先； 

5、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做事积极主动、负责，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类相关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1、精通 C#,python 等编程

语言； 

2、良好的数学功底，较强

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做事积极主

动、负责，有良好的时间观

念； 

机器视觉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类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1、精通 c++编程语言，熟练

机器视觉算法开发； 

2、有双目视觉 FPGA 算法开

发经验优先； 

3、有 FPGA 算法开发经验优

先； 



 58 / 133 
 

4、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做事积极主动、负责，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 

发动机工程师 
内燃机专业、汽车

工程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具有发动机专业知识背景

或工作经历； 

熟练掌握办公软件（OFFICE

系列、三维制图、MATLAB

等）； 

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试验能

力； 

优先考虑具有从事发动机

相关，特别是后处理相关工

作经验者； 

优先考虑具有电控相关工

作基础者； 

电控工程师 

内燃机专业、汽车

工程专业、电控相

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具有电控专业知识背景或

工作经历； 

有坚实的电力电子、控制、

计算机等专业基础； 

优先考虑参加过发动机相

关（包括后处理）电控产品

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熟练掌握办公和专业软件

（OFFICE 系列、CAD 制图、

MATLAB 等） 

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试验能

力； 

优先考虑具有从事汽车行

业相关工作或ECU的开发相

关经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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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工程师 
内燃机专业、汽车

工程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具有汽车专业知识背景或

工作经历； 

熟练掌握办公软件（OFFICE

系列、三维制图、MATLAB 等） 

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试验能

力；、 

优先考虑具有从事汽车行

业相关工作经验者；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和写

作能力。 

油品测试工程师 
内燃机专业、汽车

工程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6000-7000 

具有发动机原理和构造专

业知识背景或工作经历； 

从事过发动机台架试验工

作 

熟练掌握办公和专业软件

（OFFICE 系列、CAD 制图、

MATLAB 等） 

优先考虑具有从事汽车行

业相关工作经验者； 

英语六级以上 

材料工程师 
金属材料、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铝合金结构分析经验者优

先、 

要有主机厂实习经验 

总布置工程师 
车辆工程专业、 

机械工程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3 个以上的项目经验 

车身工程师 
车辆工程专业、 

机械工程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3 个以上的项目经验 

机车工程师 

电子电子相关专

业、 

车辆工程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3 个以上的项目经验 

硬件设计工程师 
车辆工程，计算机，

电子电气，自动化
1 本科 5000-6000 

1.具有 VCU 硬件开发经验； 

2.熟悉基于英飞凌、飞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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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 尔等平台 VCU 硬件架构； 

3. 熟悉关键元器件参数特

性，能够独立进行选型和测

试； 

4.熟悉 VCU DV 试验和 PV 试

验 ， 了 解 功 能 安 全

ISO26262。 

整车控制策略工程师 
车辆工程、自动化

控制等专业 
1 本科 5000-6000 

1、具有新能源汽车整车控

制策略开发经验； 

2、具有一定的协调沟通能

力； 

3 、 使 用

Matlab/Simulink/Targetl

ink 等工具进行建模和测

试； 

4、对整车动力学有一定的

理解，能够完成整车的匹配

验证。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电气

等专业 
2 本科 5000-6000 

1 、 熟 悉 Freescale 、

Infineon或ST等32位单片

机内核和外设，掌握相关驱

动程序设计方法； 

2、熟悉嵌入式操作系统 OS、

OSEK 的概念和设计方法； 

3、具有扎实的 C 语言和数

据结构知识； 

4、具有多核 MCU 软件开发、

AUTOSAR 软件开发、诊断或

功能安全开发经验者优先。 

功能安全工程师 

车辆工程、汽车电

子、电子工程、自

动化、计算机等相

1 本科 5000-6000 

1. 熟 悉

CMMI/ISO26262/A-SPICE ，

深刻领会涉及本岗位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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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 关章节及条款，熟悉 FMEA，

FTA 等相关分析方法； 

2. 熟悉新能源汽车整车控

制策略； 

3. 具备功能安全工程师资

质者优先； 

4. 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

读、写能力，具备较强的文

档和流程文件编写能力。 

HIL 测试工程师 

车辆工程、汽车电

子、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相关专业 

2 本科 5000-6000 

1、掌握汽车电子产品软件

开发流程； 

2、熟练使用 Vector 测试工

具； 

3、良好的编程基础； 

4、熟悉 C 语言，熟练运用

Matlab/Simulink，； 

5.表达清晰，沟通能力强，

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具备一定的文档撰写能力。 

E329 
如家酒店连锁（中国）

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培训生 财会相关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5000-7000 

2018 年应届毕业生，有较强

的适应能力和积极学习的

态度，积极进取追求成功，

乐于接受挑战。 

人力资源管理培训生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优先 
5 本科及以上 5000-7000 

2018 年应届生，有积极的进

取心、良好的亲和力、沟通

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逻辑

思维缜密，执行力强。 

E330 
苏州赛泰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 
实习研究员 

生物学、医学相关

专业背景 
5 本科及以上 4000 

1.生物学、医学相关专业背

景，本科及以上学历； 

2.熟悉免疫学和细胞培养

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有实

际的无菌操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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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 cGMP 细胞培养实验

室的操作规程及相关技术

者，优先考虑； 

4. 具有高度责任心，动手

能力强，热爱实验室工

作；  

5.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

力及团队协作精神，适应弹

性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承

压能力强；能使用办公软件

MS （ Word, Excel, 

PowerPoint）。 

助理研究员 

细胞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免疫学或

病毒学相关专业背

景 

5 本科及以上 7000 

1.要求具有细胞生物学、分

子生物学、免疫学或病毒学

相关专业背景，硕士及以上

学历； 

2.具有建模经验的优先考

虑； 

3.具有高度责任心，热爱科

研工作，动手能力强； 

4.善于沟通，具有团队合作

精神和良好的学习能力。 

研究员 

细胞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免疫学或

病毒学相关专业背

景 

5 
硕士及以上学

历 
10000 

1.要求具有细胞生物学、分

子生物学、免疫学或病毒学

相关专业背景，硕士及以上

学历； 

2.具有建模经验的优先考

虑； 

3.具有高度责任心，热爱科

研工作，动手能力强； 

4.善于沟通，具有团队合作

精神和良好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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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研发人员 

 

分子生物学、微生

物学、遗传学或相

关专业 

1 
本科及以上学

历 
4000-8000 

1.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

遗传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2 年以上工作经

验者优先； 

2.扎实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精通分子生物学基本技能，

如引物设计、RT-PCR、分子

克隆、定点突变、载体优化

改造、DNA 和 RNA 的分离与

纯化、文库构建及质量鉴定

等； 

3.能熟练使用线上线下分

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数据

库和软件； 

4.具有优秀的自我学习能

力与研发热情，能独立查

阅、分析、整理和汇报中外

文献； 

5.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协作

技巧，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意

识，工作严谨、认真，有强

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E331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检测专员 
轻化工程、纺织工

程、应用化学 
2 本科 3600-5000  

印染技术专员 轻化工程 4 本科 3600-8000  

信息化专员 
计算机类、自动化

类 
2 本科 3600-8000  

环保专员 环境工程 2 本科 3600-6000  

E332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人力资源储备 

人力资源管理、应

用心理学、经济管
1 本科及以上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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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类 

财务管培生 
财务、金融、经济

管理类 
10 本科及以上 面议  

E333 
苏州皓星盈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顾问 不限 10 本科 
3500 以上，

具体面议 

对营销非常感兴趣，乐于学

习，敢于面对新挑战； 

有卓越的目标、能坚持、喜

欢挑战的工作、有一定抗压

能力； 

学习能力强、普通话好，具

有出色的沟通能力； 

期望拼出个结果，认真细

致、敬业负责、有很强的进

取心和合作意识。 

设计师 设计 2 本科 
4000 以上，

具体面议 

1.熟悉各类平面设计用软

件； 

2.了解使用办公软件； 

3.逻辑思维清晰,做事认

真、细致,表达能力强； 

4.具备良好的工作习惯；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有很强

的上进心态,能承受工作带

来的较大压力。 

前端工程师 计算机 2 本科 
4000 以上，

具体面议 

1.能独立完成网站网页的

设计与制作; 

2．精通 html 规范,有扎实

的 手 写 代 码 功 底 、 对

div+css 有相关制作经验,

能设计制作符合国际潮流

风格的网页; 

3.对网站中的页面,模板进

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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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客服 互联网 2 本科 
4000 以上，

具体面议 

1. 有良好的英语读写能

力； 

2. 精通 Excel，能够使用各

种工具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并熟练制作统计报告； 

良好的沟通能力，文案写作

能力；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数据

分析能力； 

做事积极认真，责任心强，

勇于面对压力，乐于接受挑

战；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及较强的执行能力，能高效

地完成所负责的工作。 

E334 
苏州镭萨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光学设计 

光学仪器、光学工

程、光学镜片设计

等相关专业 

3 
本科、硕士、

博士 
5000-12000

从事航空航天类光学系统、

光学镜片设计、熟悉光机结

构设计工作。 

包括可见光/近红外波长、

激光通信行业镜片设计及

工装设计等。 

要求熟悉 ZEmax设计软件等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精密光

机 
5 

本科、硕士、

博士 
5000-12000

从事航空航天类 光机结构

设计、有限元仿真分析工

作。 

包括镜头结构设计及分析、

运动机构设计及分析、电箱

及工装设计等。 

要求熟悉至少一种机械三

维设计软件及有限元分析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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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 
电子、通信、嵌入

式系统 
5 

本科、硕士、

博士 
5000-12000

具有模拟/数字电路设计、

调试、测试技术基础与能

力，熟悉电路原理、FPGA 应

用、VHDL 语言，具有一定的

动手能力。 

嵌入式软件开发 

电气工程、自动化、

电子学、计算机软

件 

5 
本科、硕士、

博士 
5000-12000

动平台-动目标的跟瞄软

件、通信信号编码与解码、

激光器调制控制软件、光信

号采集与处理软件、光学设

备系统控制软件、热控软件

等研制。 

销售 
市场营销、或对销

售有兴趣的皆可 
5 本科、硕士 5000-7000 

形象优良、表达能力优秀，

做事认真，有责任心，对市

场销售有兴趣的。 

行政助理 
秘书、财务、等行

政类文职类 
3 本科、硕士 5000-7000 

形象优良、做事认真，有责

任心 

财务会计 会计、财务类 2 本科、硕士 5000-7000 
形象优良、做事认真，有责

任心 

E335 
苏州冷杉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 

储备技术/研发/营销人

员 

化学/环境/机械/

电子等 
6 本科及以上 4000-7000 

应届生，意愿从基层学习，

善于总结分析，有强烈的进

取心，能承受快速成长过程

中面临的各项挑战与压力。

公司根据职位需求和个人

发展意愿，培养储备各岗位

人才（如研发工程师、技术

工程师、应用工程师、售前

/售后工程师等等）。薪资

可面议。 

E336 
苏州同里红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 
大客户销售 市场营销 9 本科 5000 

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形象

气质佳，身高 1.6 米以上优

秀的应届毕业生或有类似

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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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 电子商务 2 本科 5000 

对互联网行业发展有深入

了解，有互联网产品设计功

能优化经验，对互联网市场

的敏感度高，有相关业务知

识储备。有从 0 到 1 的产品

经验优先。 

运营专员 电子商务 2 本科 3500 

熟悉淘宝店铺运作模式， 

熟悉淘宝运营环境、交易规

则、淘宝各类营销工具、淘

宝网站广告资源，熟悉淘宝

运营原理，对淘宝推广与开

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E337 
苏州泰硕电子有限公

司 

研发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5 本科 

包食宿，

3500-5500 

熟悉 CAD 及 Pore 軟件 

熟悉机械原理机构设计及

热能专业知识优先 

产品工程师 机械类相关专业 2 本科 
包食宿，

3500-5500 
熟悉 CAD 或 Pore 軟件 

自动化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1 本科 

包食宿，

3500-5500 

熟悉使用 solid works 和

CAD 软件 

新产品开发工程师 机械类相关专业 1 本科 
包食宿，

3500-5500 

熟练操作 CAD 及 PRO/E 软

件， 

善於溝通，能吃苦耐勞。 

品保工程师 机械类相关专业 3 本科 
包食宿，

3500-5500 

机械类相关专业，英语四级

以上 

E338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 

轨道交通业务部 不限 10 本科 
6000-8000元

/月 
市场营销优先录用 

未来信息技术研究院 
计算机类、通信类

相关专业 
10 研究生 5000-8000 

英语六级、熟悉 Linux 及其

开发环境、基本掌握一门编

程语言（Python、Java、C++、

C）、对 hadoop/spark 工作

原理感兴趣优先，对网络攻

防与渗透技术有兴趣，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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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计算机网络基础知

识，熟练使用 Linux 和

Windows 

审计部 
审计类、财会类、

金融类相关专业 
2 本科 4000-5000 有会从、初会证书优先 

商务部 
国贸专业、经济类

专业 
2 本科 4000-5000 英语六级优先 

网络部 硬件工程师 2 本科 4000-500 
有计算机二级及以上证书

优先 

E339 
苏州同步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云产品售前/售后技术 

计算机软、硬件/互

联网/IT 

 

2 本科 4000-8000 

1、负责阿里云服务器日常

运维管理工作，以及处理

7*24 小时的突发应急事件； 

2、严格按照制定的流程及

规范实行运维操作； 

3、负责系统部署上线、系

统优化； 

4、负责运维报告的整理以

及相关文档的编写； 

岗位要求： 

1、熟悉 Linux 和 Windows

系统及常见服务的配置及

使用管理（如 Apache、IIS、

Nginx 等），具有一定的系

统故障排查能力； 

2、熟悉常见数据库（MySQL、

SQLServer、PostgreSQL）

的安装配置使用，熟悉 SQL

语言的优先； 

3、要求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及专研精神，具有良好的独

立分析问题与迅速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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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格沉稳，吃苦耐劳，

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

力，善于与人沟通； 

5、期望往云计算方向发展

者； 

6、运维管理过阿里云平台

服务器者优先考虑。 

7、有阿里云上云培训专业

认证（ACP） 

产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互

联网/IT 
7 本科 3000-12000

1、通过网络电话的方式，

对阿里云官网注册的会员

挖掘云计算产品的需求提

供解决方案； 

2、向客户传递公司产品及

服务信息，为客户提供综合

性基础服务； 

3、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

挖掘客户需求及收集客户

反馈，维护客户关系； 

4、配合公司完成各项计划

及销售业绩目标； 

任职资格 

1、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

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电子

商务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

学历，有一定的销售经验、

有互联网行业经验和使用

过互联网相关产品经验者

优先； 

2、熟悉域名建站市场、了

解 IT 企业级构架，有一定

2B 市场的开拓经验、熟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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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业务具备销售及技术

经验的优先； 

3、热爱销售工作，抗压能

力强，工作主动，有团险合

作精神； 

4、有阿里云技术认证 ACP

者优先； 

5、愿意接受挑战优秀大学

生可放宽要求； 

UI 计算机、软件工程 1 本科 4000-8000 

岗位职责： 

1、负责平台及产品（pc、

移动、活动等）的视觉设计，

把控整体视觉风格，使之能

有效传达产品意图，完成价

值创造闭环； 

2、关注设计对项目的价值

和效果反馈，准确把握产品

各环节及整体的可用性和

易用性，提出改进建议，并

不不断进行自发的优化迭

代； 

3、研究把握设计趋势与行

业趋势，推动团队进行专业

沉淀，制定并完善各项规

范，通过个人专业性影响带

动团队成长； 

4、有完整项目经验，熟知

项目合作流程，善于沟通，

懂得原则与妥协 

职务要求： 

1、有良好的视觉把握能力，

能熟练地操作各类设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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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photoshop、AI 等； 

2、1 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

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互联网

设计从业经验优先； 

3、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业

务沟通能力，能够根据业务

需求独立开展设计工作； 

4、诚实正直，有责任感，

具备良好的合作态度和团

队精神，富有工作激情，对

设计趋势有灵敏触觉和领

悟能力，推动团队的设计能

力； 

5、加分项：具备手绘与插

画能力，动效制作能力； 

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软、硬件/互

联网/IT - 软件工

程师 

2 本科 4000-8000 

1、有网站前台后台开发经

验； 

2、熟练掌握 ASP.NETc#编程

技术； 

3、熟练掌握 MSSQL 数据库

知识； 

4、WEB 服务器配置； 

5、JS 和 DIV+CSS 技术。 

E340 
苏州同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工程师 

电气工程、机械工

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模具设

计等相关专业 

5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精通设计软件，如 AutoCAD, 

Pro/E 等 

工艺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

动化、机械工程、

机电一体等相关专

业 

2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1.AutoCAD/Pro-E 基本操作 

2.机械制图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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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开发工程师 

电气工程、机械工

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模具设

计等相关专业 

4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1.熟悉液压、气动、机械设

计 

2.了解基本电气和电气安

装知识 

品质工程师 
电气及机械类等相

关专业 
1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对本岗位感兴趣 

体系工程师 

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等相关

专业 

1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1.对本岗位感兴趣 

2.逻辑思维能力强 

销售工程师 
市场营销、国际贸

易实务等相关专业 
5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1.对本岗位感兴趣 

2.沟通能力强 

3.适应出差 

人力资源管理师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2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对本岗位感兴趣 

管培生  20 本科 

3000-8000 

（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制

定） 

对本岗位感兴趣 

E341 
江苏微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发酵工程师 
微生物、食品、医

药相关 
10 全日制本科 4000 以上  

制剂工程师 
微生物、食品、医

药、化学、机电 
5 全日制大专 3500 以上  

研发工程师 
微生物、食品、医

药相关 
6 硕士 5000 以上  

外贸销售专员 商务英语、动物营 2 全日制本科 4000 以上 CET-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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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相关专业 

渠道销售专员 
食品科学、市场营

销相关 
5 全日制本科 4000 以上  

QA/QC 工程师 
微生物、食品、医

药相关 
5 全日制本科 4000 以上  

E342 
吴江华衍水务有限公

司 
储备干部 

给排水，环境工程，

测绘等 
5 本科 3500 能吃苦耐劳，上进好学 

E343 
苏州五方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光电/机械 3 本科 4000-4500 

会使用 CAD 或 Solidworks

绘图软件； 

负责新产品开发导入，引导

整个流程的实施； 

负责制程工艺； 

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 3500

元，缴纳五险一金。工作地

点：苏州 

设备工程师 机械自动化 6 本科 4000-4500 

1 掌握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2.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3.新设备专案跟进及处理； 

4.制作设备操作SOP及保养

sop； 

5.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

3500 元，缴纳五险一金。工

作地点：苏州 

CQE 工程师 
光学相关专业/机

械自动化 
1 本科 4000-4500 

1.熟练掌握各种办公软件； 

2.性格外向，亲和力强，善

于与人沟通； 

3.工作认真负责，有责任

心，抗压能力强； 

4.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

3500 元，缴纳五险一金。工

作地点：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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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44 
苏州夏洛特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PLM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10 本科 5000-7000 

1、本科或以上学历，计算

机、机械设计和制造相关专

业； 

2、有 PLM 系统管理经验者

优先； 

3、熟悉系统操作，可指导

培训 PLM 最终用户使用； 

4、熟练掌握 SQL Server 或

Oracle 数据库； 

5、具备软件行业工作经验、

软件测试经验，具备两年以

上 Java 等程序开发经验；

应届毕业生亦可 

6、能够看懂英文的开发 SDK

和文档； 

7、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

沟通能力，及其团队合作精

神 

 

MES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10 本科 5000-7000 

岗位职责： 

1、负责整体 MES 系统的开

发工作，交付客户高质量的

开发成果； 

2、参与前期 MES 产品的需

求调研和系统设计工作，出

具调研和系统设计报告； 

3、负责系统模块的设计和

开发工作； 

4、配合 MES 团队完成系统

的现场实施和上线运行工

作； 

5、负责为客户提供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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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 

任职要求： 

1、计算机或自动化相关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 

2、五年以上开发工作经验；

应届毕业生亦可 

3、具有总体负责 MES 系统

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4、熟悉离散型制造业 MES

系统实施，具有离散制造业

系统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5、具备独立的系统建构和

编 程 能 力 ， 精 通 C# 、

javascript、HTML5 等开发

语 言 , 精 通 C#.Net 、

ASP.NET、ASP.NETMVC，Web

应用开发，精通 APS、SQL、

Oracle 数 据 库 ， 熟 悉

MongoDB 、 Redis 等 开 源

NoSQL 数据库技术； 

6、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 

7、能适应短时间出差的工

作。 

 

云架构师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10 本科以上 5000-7000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云计算平台、

容器云平台总体规划与架

构设计工作； 

2、负责云计算平台、容器

云平台的优化、技术攻关以

及新技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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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客户项目支持，参

与客户需求分析、云计算解

决方案设计等工作。 

任职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云相

关工作经验，有良好的技术

需求分析能力； 

2、熟悉业界主流服务器，

存储，网络，熟悉云计算组

网模型和容灾多活架构； 

3、熟悉数据中心云的发展

趋势，很好结合云化需求，

以及运维体系的演进。具有

IDC 建设规划经验优先； 

4、精通 OpenStack，有相关

开源社区经验优先。精通云

计算技术特性以及二次开

发，精通 Python、Golang

等开发语言； 

5、熟悉主流虚拟化技术

（KVM,XEN,VMware 等），熟

悉开源的存储系统（Ceph、

swift 等），熟悉网络虚拟

化，对于 OpenvSwitch 和

OpenFlow 等有较深入的了

解，熟悉 SDN，熟悉 Docker

容器技术，有相关开源社区

经验优先； 

6、熟悉主流的开源 Docker

编排技术： kubernate 、

swarm 等，有相关开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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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优先； 

7、熟悉分布式服务架构和

微服务架构，对中间件，数

据库，容器等有深入了解，

有大规模分布式集群开发

经验者优先； 

8、了解行业云计算市场，

有政务行业市场经验者优

先。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良好的学习心态及沟通能

力，良好的计划和执行能

力，能主动进行技术钻研 

 

销售经理 
计算机、机械市场

营销相关专业 
30 本科以上 3000-15000

岗位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

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2、具有一年以上 IT 行业销

售工作经验，软件销售行业

者优先； 

3、具有良好的客户沟通能

力，关系管理能力及优秀的

营销技巧； 

4、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较强的市场策划、

开拓能力和运作执行能力； 

6、熟悉政府相关行业者优

先。 

市场总经理 
计算机、机械市场

营销相关专业 
2 本科以上 4000-25000

岗位职责： 

1、带领销售团队，完成公

司下达的年度业务销售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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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所辖团队的销售策

略和具体销售执行计划； 

3、所辖行业客户的开发、

维护、管理； 

4、负责所辖团队的销售过

程管理，包括销售任务分

解、销售进度推进和销售费

用控制； 

5、负责所辖团队的日常管

理、组织文化宣贯以及人才

队伍建设工作。 

 

任职要求： 

1、7 年以上销售经验，至少

2 年销售管理经验； 

2、有成熟的解决方案销售

经验； 

3、有成熟的带领团队的管

理技能； 

4、来自正规公司，受过体

系化培训及训练者优先； 

5、认同公司企业文化。 

财务 
会计、财务相关专

业 
3 本科以上 3000-6000 

1、负责定期完善、修改并

执行本公司各项财务管理

制度。 

2、负责编制并执行财务预

算，制定每月的资金收支计

划，催收应收账款，审核应

付账款，加速资金周转。 

3、负责公司成本的核算、

分析和控制。 

4、编制费用预算，负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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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项费用的审核、报销，

并进行有效控制。 

5、制定并执行物耗、能耗、

工时和资金等方面的定额

管理。 

6、及时准确的进行员工工

资、业务员提成、佣金的审

核和发放；及时准确的进行

生产部经理等考核结果审

核。 

7、负责审核会计凭证和编

制会计报表，保管公司的会

计档案，并充分运用会计资

料，分析公司经营状况，为

公司相关决策提供可行性

方案。 

8、保守公司商业机密，完

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它任。 

任职要求： 

1、会计、财务或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学历。 

2、常能够熟练使用各种办

公室软件和各种财务软件，

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 

3、精通会计知识、财务管

理知识，具备相应的行政管

理知识、法律知识和外汇知

识，5 年以上总账财务工作

经验。 

4、较强的成本管理、风险

控制和财务分析的能力。 

5、良好的组织、协调、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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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

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E345 
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

司 

工艺员 高分子材料 10 本科 月薪 4500 

高分子材料、纺织工程、化

工工艺等本科专业对口，年

薪不低于 6万 

设备维护 纺织机械 10 本科 月薪 4500 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纺织机电、化工机械等本科

专业对口，年薪不低于 6 万 电仪 机电一体化 10 本科 月薪 4500 

业务员 市场营销 5 本科 月薪 4500  

E346 
吴江佳力高纤有限公

司 

储备干部 不限 50 本科 5000 要求从基层做起，性别不限 

储备人员 不限 10 本科 面议 高分子材料学优先 

纺丝工艺员 不限 5 本科 面议 高分子材料学优先 

纺丝工程师 不限 5 本科 面议 高分子材料学优先 

E347 
苏州吴江牙博士口腔

门诊部 
口腔医师 口腔医学 3 本科以上 1-3W 

1、口腔专业大专及以上学

历，有医师执业证书（可变

更） 

2、具备丰富的口腔临床工

作经验，能够独立完成各项

口腔基本操作，精通口腔正

畸技术，操作动手能力强 

3、热爱口腔医疗事业，不

断追求口腔临床技术的提

升 

4、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

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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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助理医师 口腔医学 2 本科 6000-8000 

1、负责患者的检查,诊断,

治疗计划,临床治疗,术后

回访跟踪. 

2、在成人和儿童的根管治

疗,拔牙,补牙,固定和活动

修复等方面有一定的经验

和心得. 

3、有一定的沟通意识和技

巧. 

4、工作态度积极,具有团队

合作精神 

5、有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资

格证书.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 1 本科以上 4500 

1、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大

专以上学历； 能力出众者

相关要求可协调。 

2、两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

经验；熟悉政府各职能部门

办事流程及规章制度； 

3、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各项

实务的操作流程，熟悉国家

各项劳动人事法规政策，并

能实际操作运用；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踏实稳重，工作细心，责任

心强，有较强的沟通、协调

能力，有团队协作精神； 

5、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

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 

6、逻辑思维强、沟通表达

强、亲和力好； 

7、形象气质佳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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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导医 酒店管理 2 本科以上 3500-4500 

1、形象好，气质佳，普通

话标准，年龄 18—26 岁，

身高 1.60 以上； 

2、具备良好的协调能力、

沟通能力，负有责任心，性

格活泼开朗 ； 

3、兼备基础电脑的应用（会

熟练使用 WORD、EXCEL 表

格）； 

4、具备一定商务礼仪知识； 

5、接受应届毕业生或无经

验者，只要愿意吃苦耐劳，

认真学习，都可以考虑。 

 

 

文案 新闻学等 1 本科以上 4500-6000 

微信朋友圈定期的文案策

划发布。 

对市场活动方案的撰写及

推广。 

参与制定年、季、月度市场

推广方案并督导、执行； 

独立完成广告策划方案、品

牌推广方案、方案设计报告

的撰写； 

5、协调公司内部的运作实

施，并完成市场活动、品牌

推广的效果评估，提出改进

方案。 

品牌运营 品牌推广 2 本科以上 3500-8000 

1.具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和

沟通能力，良好的服务意

识，培养完善的独立工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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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

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

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 

3.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

2 年以上有聚到和策划经验

者优先，优秀应届毕业生亦

可； 

4.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口腔护士 护理学 2 本科以上 3500-5500 

1、形象好气质佳； 

2、有临床护理经验，熟悉

口腔四手操作者优先，须有

护士资格证，可注册； 

3、有二甲以上医院带教经

验者优先； 

4、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

协调能力； 

5、户籍不限，提供食宿，

优秀应届毕业生亦可。 

E348 
苏州依司特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轻化工程及精细化

学 
1 研究生 ≥5000 底薪加提成 

销售代表 轻化工程 5 本科 ≥3500 底薪加提成 

应用工程师 轻化工程 2 本科 3500  

E349 
苏州易昇光学材料有

限公司 

法务专员 法学 1 人 本科及以上 4500-6500  

研发工程师 高分子材料 2 人 本科及以上 4000-6000  

业务员 营销 5 人 本科 4000-6000  

E350 
苏州中涛纺织有限公

司 
业务助理  10 本科 

综合平均月

薪 3500 
英语四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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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51 
崇德碳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 

财务部实习生（AP） 财务会计相关 1 本科  

1、有责任感及良好的沟通

能力及发现问题的能力； 

2、英文读写、口语能力佳； 

3、积极上进学习能力强。 

生产部管培生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1 本科  

1、有责任感及良好的沟通

能力及发现问题的能力； 

2、英文读写、口语能力佳； 

3、积极上进，学习能力强。 

E352 
辅讯光电工业(苏州)

有限公司 

环安工程师 
化工、环境、安全

工程 
1 本科  

1、熟悉 14000 及 18000 管

理体系运作； 

2、熟悉职业健康体检管理，

环境检测及职业危害因素

检测，危险源及环境因素的

识别与评估工作； 

3、熟悉环安卫相关法律法

规； 

4、工作积极主动、沟通能

力强、耐心细致，学习及应

变能力强。 

研发工程师 理工类 3 本科  

1、英语四级以上，会熟练

使用Auto-CAD 和 Pro-E 绘

图软件； 

2、熟悉 BLU 相关流程。 

制程工程师 

电子工程类 

 

 

 

 

 

1 本科  

1、具备 PCB 电路分析及异

常改善能力； 

2、有在 LCM 模组厂做 FMA

经验者优先，会撰写 PPT 

report; 

3、对电子电路元器件有基

本认知和了解； 

4、对单片机（51 系列即可）

/PLC 工作原理、程式编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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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等有基本的认知和了解。 

制造工程师 电子工程类 3 本科  

1、熟悉注塑生产制程，能

对生产异常项做出分析及

改善方案； 

2、能独立应对客诉异常； 

3、了解各种注塑机台设备

使用方法及注塑原料。 

新产品工程师 电子机械类 2 本科  

了解五金冲压新机种导入

生产或五金冲压品质管理

工作。 

E353 
高创(苏州)电子有限

公司 

销售类 
市场营销类、机械

电子类 
8 本科及以上  

1、一本以上院校，211&985

优先，英语佳 

2、岗位：销售\市场及产品

企划\管培生。 

生产管理类 
计算机、工业工程、

自动化、电子等 
5 本科及以上  

1、一本以上院校，211&985

优先，男生佳；2、岗位：

软件开发工程师\生产管理

工程师\IE 工程师\管培生。 

 

研发类 

计算机、机械、工

业设计、电气、声

学光学 

22 本科及以上  

1、一本以上院校，211&985

优先，男生佳；2、岗位：

电子设计工程师\软件开发

\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声学

\光学工程师\管培生 

企业文化专员 
新闻、中文、艺术、

哲学 
1 本科及以上  

一本以上院校，211&985 优

先；党员优先；懂 PS、视频

制作、摄影、新闻撰写、乐

器类等文艺优先。 

E354 
根茂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 
储备干部/技术 

软件工程/计算机/

电子类等 
10 本科  

责任心强，学习、接受能力

强、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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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软体助理工程师 
软件工程/计算机/

信息工程等 
2 本科  

优秀应届毕业生，责任心

强，学习、接受能力强、服

从安排，在校表现优异。职

位描述：负责控制电路的芯

片的软体编写及调试，三个

月试用期，期间专门由台湾

总公司 R&D 定期辅导培训；

试用期满根据技术能力，安

排项目。 

研发 EE 助理工程师 电子/模电/数电等 2 本科  

优秀应届毕业生，熟悉模

电、数电、电子线路等，责

任心强，学习、接受能力强、

服从安排，在校表现优异。

职位描述：负责协助家用电

器用控制电路板的设计及

应用开发，三个月试用期，

期间专门由台湾总公司 R&D

定期辅导培训；试用期满根

据技术能力，安排项目。 

E355 
豪展医疗科技(吴江)

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电子相关专业 3 本科  

1、执行并协助电子设计功

能特性验证测试、工程问题

分析改善；2、执行并协助

产品寿命、可靠度测试与安

规认证的提出；3、执行并

协助电子类试作审查与材

料规格、工程规格；4、执

行并协助设计开发确认、电

子设计类工程/设计变更评

估；5、协助问题分析与追

踪、工程样品制作与工程/

设计变更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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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工程师 机电相关专业 5 本科  

1、设备治具维护；2、治具

设计、自动化导入；3.治/

工具辅助；4、生产改善；5、

抗压力强。 

储备干部 电子相关专业 5 本科  

1、英语 4 级以上；2、服从

公司安排；3、有责任心，

做事积极主动。 

SQE 工程师 电子相关专业 1 本科  能独立处理外包厂事宜。 

PQE 工程师 电子相关专业 1 本科  

1.负责新品导入验证，制程

质量管理；2.制定产品质量

改进计划，与工艺 研发 生

产协调提高产品良率；3.客

诉处理追踪，能独立处理完

成 8D 报告；4.英语四级及

以上，听说读写熟练。 

IE 工程师 工业工程专业 1 本科  

1.标准工时测量，SOP 制作；

2.具备推动效率改善及工

厂改善经验；3.制程及工时

合理化；4.降低成本。 

E356 

佳施加德士(苏州)塑

料有限公司 

 

国际采购 韩语专业 1 本科  

1、负责海外采购；2、负责

采购报表制作；3、其他领

导交办事项；4、韩语中级

以上。 

销售 

市场营销、高分子

材料、国际贸易、

化工专业 

5 本科  

1、完成公司既定销售目标，

客户的开发、管理与维护；

2、口头表达能力强，善于

沟通；3、热衷于销售行业。 

研发工程师 
高分子材料、化工

专业 
5 本科  

1、负责产品研发； 

2、负责客户产品技术应对 

E357 
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通

信专业 
3 本科  

计算机、电子、通信专业，

1、愿从事物流行业软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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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及实施； 

2、具备良好的沟通和表达

能力，工作积极主动，做事

细心负责； 

3、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逻辑思维能力强，具有

钻研精神，具备优秀的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5、熟悉 Windows 平台下

WinForm/WebForm 开发，熟

悉 C#, Asp.Net, Java 

Script, CSS, WCF 等软件开

发技术。 

市场专员 
营销、国际贸易、

法学、管理类专业 
3 本科  

1、协助上级管理市场，跟

踪并监察各项市场营销计

划的执行； 

2、收集市场同行业信息并

进行数据分析； 

3、负责市场合同的审核及

归档工作； 

4、思维活跃、有积极进取

的精神及接受挑战的性格；

5、为人诚实、正直，性格

开朗、责任心强，擅长与人

沟通； 

6、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能承担工作压力。 

储备干部 
物流、国际贸易专

业 
3 本科  

1、懂进出口贸易方式，熟

悉相应的国家法律法规； 

2、熟练操作 office 系列办

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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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爱物流业、具有一定

的抗压性； 

4、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

能独立处理紧急问题； 

5、责任心强，诚信、细致，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6、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楚，

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

通能力； 

7、良好的服务意识，工作

积极主动； 

8、成绩优秀，专业知识扎

实，在校期间担任过班级或

校学生会干部者尤佳。 

物流专员 
物流或国际贸易专

业 
10 本科  

1、懂进出口贸易方式，熟

悉相应的国家法律法规； 

2、熟练操作 office 系列办

公软件； 

3、热爱物流行业、具有一

定的抗压性，能配合加班；

4、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

能独立处理紧急问题； 

5、责任心强，诚信、细致，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6、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楚，

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

通能力； 

7、良好的服务意识、耐心

和责任心，工作积极主动。 

E358 
江苏亨通新能源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员 机械、机电专业 5 本科  

培训经历：熟悉机械设计基

础，熟悉金工或电路原理；

技能技巧：Office 等办公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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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熟练；分析与解决问题能

力；掌握人际沟通协调能

力；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 

设备技术员 机械、机电专业 5 本科  

培训经历：熟悉机械设计基

础，熟悉金工或电路原理；

技能技巧：Office 等办公软

件熟练；分析与解决问题能

力；掌握人际沟通协调能

力；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 

工艺技术员 机械、机电专业 3 本科  

培训经历：熟悉机械设计基

础，熟悉金工或电路原理；

技能技巧：Office 等办公软

件熟练；分析与解决问题能

力；掌握人际沟通协调能

力；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 

E359 
江苏金狮饮料有限公

司 

品管员 食品类专业 1 本科   

机器操作员 机械类专业 4 本科   

部门助理 不限 1 本科   

E360 
江苏迈隆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IT 计算机相关专业 1 本科   

研发储备人员 

电子信息/自动化/

机械/软件相关专

业 

3 本科   

E361 
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

司 
质量工程师 

材料、通信工程等

相关专业 
2 本科  

1、具备较好沟通能力，执

行力强； 

2、上四休二，适应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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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加班，责任心强。 

工艺/电气工程师 
机械/能源/材料类

专业 
5 硕士研究生  

1、沟通及分析能力佳，团

队协作能力强； 

2、有一定抗压能力，对工

艺和研发工作有兴趣。 

工艺技术员 材料化学专业 10 本科  

1、具备较好的绘图能力者

优先； 

2、沟通及分析能力佳，团

队协作能力强； 

3、上四休二，适应倒班，

配合加班，责任心强。 

机械技术员 
机械/能源/材料类

专业 
5 本科  

1、具备较好的绘图能力者

优先； 

2、沟通及分析能力佳，团

队协作能力强； 

3、上四休二，适应倒班，

配合加班，责任心强。 

电气技术员 
机械/能源/材料类

专业 
5 本科  

1、具备较好沟通能力，执

行力强，熟悉西门子，欧姆

龙，三菱等 PLC； 

2、具备编程能力佳； 

3、上四休二，适应倒班，

配合加班，责任心强。 

安全员 不限 2 本科  

1、有安全相关经验者优先；

2、沟通能力良好； 

3、办公软件使用熟练； 

人事助理 不限 1 本科  
1、沟通能力良好； 

2、办公软件使用熟练。 

E362 
峻凌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 
产品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科学技术与应

用、应用电子、机

5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心理素质良好，能配合加

班；2、性格开朗、积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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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一体化专业 进、责任心强，沟通能力强，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设备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科学技术与应

用、应用电子、机

电一体化专业 

5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2、性格开朗、积极上进、

责任心强，沟通能力强，具

备团队合作精神。 

 

机构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科学技术与应

用、应用电子、机

电一体化专业 

5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2、性格开朗、积极上进、

责任心强，沟通能力强，具

备团队合作精神。 

测试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科学技术与应

用、应用电子、机

电一体化专业 

5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心理素质良好，能配合加

班； 

2、性格开朗、积极上进、

责任心强，沟通能力强，具

备团队合作精神。 

厂长助理 

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科学技术与应

用、应用电子、机

电一体化专业 

2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心理素质良好，能配合加

班； 

2、性格开朗，善于交际，

做事认真，文笔较好，积极

向上，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工业工程师 工业工程专业 2 本科   

质量工程师 

应用电子、电子信

息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专业 

10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心理素质良好，能配合加

班； 

2、沟通能力好，积极向上，

抗压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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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开发 

市场营销、国际贸

易、商务英语等相

关专业 

2 本科  

1、英语六级以上听说读写

流利，能够独立与外国客户

沟通； 

2、沟通能力好，积极向上，

抗压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

精神。 

高级翻译 
英语类相关语言专

业 
2 本科  

1、英语专四以上，与外国

客户交流无语言障碍； 

2、沟通能力好，积极向上，

抗压能力强，具备团队合作

精神。 

国家级实验室工程师 
物理、化学、电子

类相关专业 
2 本科   

资讯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2 本科  

计算机理论专业知识扎实，

有软件开发的意向，具有一

定的分析能力，有团队合作

精神。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类

相关专业相关专业 
2 本科  

1、英语四、六级优先考虑，

计算机熟练操作，熟悉人力

资源六大模块； 

2、性格开朗外向，沟通能

力好，善于交际，积极向上，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E363 
群光电能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机械/机电专业 5 本科   

研发工程师 
机构/机械/电子专

业 
3 本科  要会电脑绘图软件 PRO/E 

PE 工程师 
电子/电子电路专

业 
3 本科  

维修电性不良品，懂数字电

路，模拟电路基础，协助 PE

巡线及电性异常分析。 

品质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 本科  
制程异常处理跟进, 客诉

及供应商相关处理；英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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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TE 工程师 机械/电子专业 3 本科  

熟悉电子线路原理及元器

件特性；熟悉 SPS 测试原理

测试设备及测试流程；具备

电子基础知识。 

E364 
群光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 

IE 工程师 工业工程专业 1 本科  英语 6 级。 

PE 工程师 
机械自动化、模具

类、理工类等专业 
8 本科  

必要条件英语 4 级，会 3D

绘图，英语 6 级者优先。 

CE 工程师 机电专业 2 本科  
机电专业，材料承认工程

师。 

MKB 业务专员  3 本科  

英文四级（含）以上，懂

office 办公软件（熟悉

Excel 尤佳），具备业务工

作热忱（具党员资格尤佳），

做事认真，有一定的抗压

力，配合加班，有工厂业务

实习经验的优先。 

自动化开发维护 
机械、电子、自动

化专业 
15 本科  

积极乐观，有长远的职业规

划。 

设备工程师 
机械、电子等相关

专业 
3 本科  熟悉 CAD 软件绘图。 

SQE 
机械/电子/材料专

业 
3 本科  英语四级及以上。 

CQS 英语专业 3 本科  

1.大学英语六级以上，或较

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

用英语完成相关资料编写

及日常口语交流；2.良好的

沟通协调能力，逻辑思维清

晰，性格活泼开朗；3.熟练

使用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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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 组长  3 本科  

1.大学英语四级以上，英语

听读写熟练；2.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逻辑思维清晰，

性格活泼开朗；3.熟练使用

Office。 

QE 
电子或机电专业优

先 
3 本科  

1.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须具

备熟悉英文读写能力；2.善

于沟通，逻辑思维清晰，性

格活泼开朗；3.熟练使用

Office。 

QA 组长 
电子或机电专业优

先 
5 本科  

1.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须具

备熟悉英文读写能力；2.善

于沟通，逻辑思维清晰，性

格活泼开朗；3.熟练使用

Office。 

QE 工程师 电子专业 5 本科   

DQA 工程师 工科类专业 2 本科  英语四级以上 

实验室操作员  1 本科  
能够借助工具读写基本的

英语 

PE 工程师 
机电、智能制造、

模具制造专业 
3 本科   

生管  1 本科  

要求至重庆五厂工作，能熟

练操作电脑，工作认真负

责，抗压能力强，数字观念

好，沟通表达能力好。 

 

自动化编程 
机电一体化、自动

化等专业 
1 本科  

1.懂 PLC 编程（FOR 应届生

要求）； 

2.会使用 C 语言基础（FOR

应届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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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懂电子电路（FOR 应届生

要求）； 

4.懂 PCB Layout（FOR 应届

生要求）； 

5.会使用 VS2015 编程（FOR 

有经验人员要求）； 

6.了解 51 单片机（FOR 有

经验人员要求）。 

自动化设计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 

2 本科  

1.会使用 CAD；2.会使用

Solidworks 或 UG 软体。 

 

项目管理工程师 
英语/企业管理/运

筹/信息系统专业 
3 本科  

英语/企业管理/运筹/信息

系统专业，愿意从事研发生

产型企业新产品导入管理

工作；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能

力，逻辑思维和组织协调和

沟通表达能力；性格外向，

处事积极严谨，品行端正。 

机构设计工程师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

程，机械工程专业 
10 本科  

1、喜欢机构设想，并有一

定的创新思维能力，懂机械

制图 Auto-CAD\Pro_e 绘制

3d 软件基本操作； 

2、思考问题的逻辑性要强，

要有创新精神； 

3、专业课程基本知识要扎

实，对机械原理好奇心要

强。 

MIS 高级办事员 

计算机、物联网工

程、网络工程、软

件工程专业 

5 本科  

求职动机良好、积极向上态

度、具有良好的沟通和语言

表达能力。 

高级技术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

动化专业 
3 本科  

能够使用 CAD/UG 等绘图软

件和数控机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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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专员  1 本科  大学英语六级以上。 

E365 
苏州清研微视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类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  

1、精通 C、C++编程语言，

对 Python 语言、LINUX 系统

编程有一定了解 ，对数据

结构和算法设计有较深刻

的理解；2、良好的数学功

底，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做事积极主动、负

责，有良好的时间观念。 

摄像头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工程、

光学相关专业 
1 硕士研究生  

1、了解摄像头的原理，熟

悉摄像头的各种图像数据

传输方式，熟悉摄像头电

子、结构的各部件； 

2、熟悉 ISP 的相关软件调

试，对于摄像头的曝光控

制、成像质量调节等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 

3、具有光电系统开发经验

和光学类产品的设计开发

经验者优先，对光学原理熟

悉了解； 

4、对摄像头模组生产中产

生的不良问题有深刻的了

解并能及时处理；熟悉失效

分析流程与方法，拥有一定

的失效分析经验。 

CAN 网络开发 
汽车、电子、通信、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1 本科  

1、熟悉 CAN 网络开发流程，

熟悉车载 CAN 网络标准，如

SAE-J1939、ISO15765 等协

议标准； 

2 、 熟 练 使 用 CANo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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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scope等CAN总线开发测

试工具； 

3、熟悉各大品牌汽车 CAN

总线者优先。 

Linux 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类相关专业 
1 本科  

1、精通 C、C++编程语言，

精通 Linux 平台的软件开

发； 

2、精通 Linux 进程间通信，

多线程编程，网络编程和串

口编程； 

3、有 Linux 驱动开发经验

者优先； 

4、有 MPEG4，H.264 等图像

编解码算法开发经验者优

先。 

结构工程师 
机械制造、机电相

关专业 
1 本科  

1、掌握机械设计相关基础

理论知识，熟悉结构设计规

范、机械制造加工工艺、材

料工艺、模具结构设计； 

2、 熟练应用 CATIA 等专业

设计软件，熟练操作办公软

件。 

行政前台 
文秘、金融、工商

管理、语言类专业 
1 本科  

1.理工科专业背景，性格开

朗，口齿伶俐，形象气质佳；

2.能够熟练使用常用办公

软件及各种办公自动化设

备； 

3.工作仔细认真、责任心

强，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较

强的应变能力。 

技术支持工程师 
电子、自动化、机

械类专业 
4 本科  

1、熟悉电路相关知识和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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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练操作计算机，具备

常规网络知识； 

3、具有优秀的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 

4、适应出差，能够承受工

作压力。 

海外销售 
国际贸易、汽车、

电子类专业 
1 本科  

1、英文听说读写能力熟练，

可同客户直接沟通； 

2、熟悉外贸流程，从事过

制造类企业的外贸工作，对

报价、接单、生产跟进、验

货、订船、订仓、出货等环

节有一定的经验或认识； 

3、工作踏实认真，具有积

极进取的心态和敬业精神，

责任心强，执行能力强； 

4、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

协调能力。 

国内销售 

通信、电子、自动

化、汽车电子、光

电、国际贸易等专

业 

2 本科  

1、热爱销售职业，能独立

进行业务开拓和客户管理。

主动积极、有责任心、思路

清晰、能适应一定的工作压

力； 

2、能清晰了解客户的需求，

迅速及时地解决客户的问

题； 

3、具有一定的市场敏锐度，

对数据和市场有一定的分

析判断能力； 

4、性格外向，具备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和公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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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

精神，善于迎接挑战。 

E366 
苏州认知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开发营业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机械

工程相关专业 
2 本科  

形象气质佳，英语 CET-4 以

上，书面+口语熟练，会 CAD

＆ PRO-E。 

品质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机械

工程相关专业 
2 本科  

形象气质佳，英语 CET-4 以

上，书面+口语熟练，会 CAD

＆ PRO-E。 

生产技术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机械

工程相关专业 
2 本科  

会 3D 软件，英语 CET-4 以

上。 

E367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研发部工程师 
材料学及化工类相

关专业 
3 硕士研究生 6000-8000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研发部助理工程师 
材料学及化工类相

关专业 
2 本科 5000+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工程部工程师 
材料学及化工类相

关专业 
3 硕士研究生 6000-8000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工程部助理工程师 
材料学及化工类相

关专业 
2 本科 5000+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项目开发专家 
材料学及化工类相

关专业 
2 博士研究生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总经理助理（企划） 企划、新闻或汉语 1 本科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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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专业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总经理助理（法务） 法律专业 1 本科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业务助理 文科类专业 3 本科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市场部销售 
英语、国际贸易、

市场营销专业 
2 本科  

入职全薪缴纳公积金，每年

两次全员调薪（5%-20%），

另按绩效分配年终奖金2个

月左右。 

E368 
苏州市同里湿地公园

有限公司 

三产管理部副经理 不限 1 本科  

，1、能吃苦耐劳，有上进

心，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2、

具备专业的书面表达和较

强的口头表达能力。 

湿地保护部职员 

绿化园林、景观设

计、植物保护、生

态保护相关专业 

1 本科  

1、绿化园林、景观设计、

植物保护、生态保护等相关

专业；2.熟悉湿地生态类型

或园林绿化，户外工作，吃

苦耐劳；3.能够独立完成上

级交代的工作及任务。 

 

生态讲解员 生物学相关专业 1 本科  

1、普通话标准，具有较强

的亲和力、活动组织能力和

沟通能力；2、能够独立完

成上级交代的工作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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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讲解员 不限 3 本科  

1、普通话标准，具有较强

的亲和力、活动组织能力和

沟通能力；2、能够独立完

成上级交代的工作及任务。 

 

E369 
苏州速显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电子相关专业 5 本科  

1、熟练掌握 C/C++语言；2、

有嵌入式软件开发经验，有

stm32 开发经验更佳，了解

嵌入式软件开发流程；3、

有一定英文阅读能力，能读

懂英文技术文档；4、有一

定技术文档书写能力，能独

立撰写技术文档。 

FPGA 及芯片开发 电子相关专业 5 本科  

1、熟练掌握 rtl 语法，至

少掌握 verilog 或者 VHDL

中的一个；2、熟悉数字电

路设计。了解 FPGA 开发流

程。具有 FPGA 开发经验者

优先；3、有一定英文阅读

能力，能读懂英文技术文

档；4、有一定技术文档书

写能力，能独立撰写技术文

档。 

 

E370 
苏州吴江春宇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业务助理 
市场营销/商务外

语专业 
4 本科  

1、有独立应对客户的能力，

工作认真，具有抗压性，有

敏锐的市场意识，擅长行销

规划；2、具备良好的职业

形象与沟通能力，有较强的

企图心。 

总经理助理 
商务外语/行政管

理专业 
1 本科  

1、负责公司海外市场的拓

展； 2、负责公司英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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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 3、主导公司参展

的整体筹备工作；4、国外

客户来访接待及英文资料

翻译；5、形象好气质佳，

英语六级以上,有良好的英

文写作能力与口头表达能

力，工作积极热情、干练稳

重，懂得基本的商务礼仪，

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

执行力。 

网页及 APP 设计开发 计算机相关专业 1 本科  

1、有扎实的软件基础知

识 ； 

2、熟练掌握Java基础知识，

熟悉 Java Web/APP 开发；

掌握 Eclipse 、Myeclipse、

JKD、SDK 等常用 Java IDE

环境；了解关系型数据库开

发，熟悉存储过程本编写，

以及 SQL 语句性能调优技

巧。具备较强钻研新技术的

兴趣和能力，良好团队合作

精神，有高度的责任心，有

一定的抗压力； 

3、根据项目需求，能够独

立按时完成项目开发任务。 

钣金工艺工程师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

业 
4 本科  

1、能熟练运用 SolidWorks、

CAD、peoe 绘图软件；2、良

好的沟通、协作能力，踏实

勤恳。 

生管计划员 企业生产管理专业 2 本科  

1、依据订单、销售计划、

公司指示制定生产计划； 

2、依据生产计划安排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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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计划，跟进物料交货；

3、结合生产计划和物料需

求计划安排生产排生产拍

成； 

4、下达生产制造单； 

5、监控生产制造单完成进

度； 

6、跟催产品入库，依照订

单出货。 

生产部储备干部 企业生产管理专业 2 本科  

企业生产管理专业，有较好

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沟

通能力、执行能力等。 

E371 
苏州祥龙嘉业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模具设计工程师 
材料工程、材料成

型及控制类专业 
2 本科  1、会使用 CAD、PRO-E。 

产品设计工程师 
材料工程、机械、

自动化类专业 
10 本科  

1、CET-4 及以上； 

2、会使用 CAD、PRO-E。 

销售工程师 

材料工程、机械、

自动化、软件类专

业 

5 本科  

1、CET-4 及以上； 

2、沟通能力强，热衷于向

销售岗位发展。 

外贸业务 英语、法语专业 4 本科  CET-6，说、写熟练。 

品保工程师 
材料工程、机械、

自动化类专业 
5 本科  CET-4 及以上 

生产主管 
材料工程、机械、

自动化类专业 
1 本科  CET-4 及以上 

资讯工程师 计算机类专业 1 本科  

1、CET-4 及以上； 

2、熟悉Linux、精通 ORACLE、

Genero，精通 1 种程序开发

语言。 

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学

专业 
2 本科  

1、CET-4 及以上； 

2、为人踏实，工作细致负

责，良好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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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cel 操作熟练，财务基

础扎实。 

E372 
苏州昕皓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应用工程师 

化学、电化学、化

工、微电子或材料

相关专业 

2 本科  

1、有电镀技术服务或相关

类似工作经历； 

2、了解产品的基本性能和

使用方法，能独立承担客户

现场的工艺维护和技术服

务指导，有一定的现场协调

和管理能力； 

3、人品端正，服从领导，

工作责任心强，身体健康，

适应长期出差工作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吃苦耐劳、

抗压的工作能力； 

5、能接受本公司的有关技

术和管理的培训； 

6、肯学习、肯吃苦，有专

研技术精神的优秀应届毕

业生可考虑录用。 

研发工程师 

分析化学、化工、

材料或其他相关专

业 

3 本科  

1、具有丰富的电镀方面知

识和技能的优先考虑； 

2、具有电化学相关经验的

优先考虑； 

3、动手能力强，工作细心

认真； 

4、良好的沟通能力，书面

和口头英语能力强者优先，

因为将来主要客户会是在

国外）； 

5、较强的组织和规划能力；

6、能独立思考与工作，也

能很好地为团队考虑，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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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作。 

E373 
苏州耀新电子有限公

司 

业务 
市场营销或管理类

专业 
2 本科  

1、能熟练使用英语，与客

户进行商务交流 ； 

2、沟通协调能力强； 

3、有驾照 C照。 

行政储备 
公关/行政管理/企

业管理专业 
1 本科  

1、有较强的组织、协调、

沟通、领导能力及人际交往

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具

有较强的判断与决策能力，

计划和执行能力； 

2、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为人诚实可靠、品行端正； 

3、英语好，熟练使用办公

软件。 

翻译 英语专业 1 本科  

1、英语国家六级或专业四

级水平； 

2、熟练中英文互译，具有

一般口语交际能力； 

3、能吃苦耐劳，工作进取

心强。 

采购 工商管理专业 1 本科  

1、熟悉 SMT 加工行业各种

材料的规格，了解采购流

程； 

2、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及

成本意识； 

3、工作细致认真，责任心

强，思维敏捷，具有较强的

团队合作精神； 

4、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

养，能承受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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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74 
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 

产品助理工程师 
电子信息/自动化/

车辆工程专业 
4 本科  

1、数电、模电成绩优或 90

分以上； 

2、沟通能力佳，思维敏捷，

有编制汇总能力； 

3、会应用 PISPICE 和 EDA

等电路仿真软件做分析； 

4、英语 4 级及以上； 

5、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或校试验室活动为优先。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电子信息/自动化/

车辆工程专业 
1 本科  

1、具有扎实的 C/C++语言和

数据结构知识； 

2、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下

的软件开发经验； 

3、理解嵌入式系统启动及

建立过程，熟悉应用程序开

发流程； 

4、熟悉常用通讯接口，如

CAN，SPI，I2C 等； 

5、具有一定硬件基础；6、

有机器视觉或车载电子开

发经验者优先。 

硬件助理工程师 
电子/计算机/应用

数学专业 
5 本科  

1、数电、模电成绩优或 90

份以上； 

2、独立设计简单电路和二

层 Layout（cadence 为佳）；

3、沟通能力好，思维敏捷；

4、会应用 PISPICE 和 EDA

等电路仿真软件做分析； 

5、独立应用万用表，示波

器等分析工具； 

6.英语 6 级； 

7、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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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校试验室活动为优先。 

硬件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信息

专业 
2 本科  

1、扎实的数模电知识（参

与过电子设计大赛优先）；

2 、 熟 悉 嵌 入 式 系 统 。

(MCU/ARM/DSP/FPGA)； 

3 、 会 使 用 Altium 

Designer/cadence/PADS 等

电路制图软件； 

4、了解 Buck，Boost 等基

本拓扑的工作原理，了解磁

性材料的基本特性者优先；

5 、 熟 悉

I2C,SPI,Uart,CAN-Bus 等

常用通信总线，并具备嵌入

式硬件相关设计经验者优

先； 

6、英语 6 级。 

Layout 工程师 
电子/机电工程/物

理学专业 
1 本科  

1、熟练使用一种 layout 工

具 软 件 ( 如 Cadence 

allegro,PADS,Altium 

Designer)； 

2、具备扎实的数模电基础；

3、具备基本的 EMC 及安规

知识；4、能使用基本的电

子信号分析仪器，如示波

器，频谱仪等；5、会应用

信号完整性分析软件（如

Hyperlynx）者优先。 

影像工程师(IQ) 
图像处理\光电子\

计算机专业 
2 本科  

1、熟悉 Matlab/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了解色彩&光

学头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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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linux 内核,V4L2 者

优先； 

3、熟悉 C/C++,了解或掌握

一门脚本语言； 

4、出色的英文文献/手册阅

读能力； 

5 、 了 解 图 像 传 感 器 及

ImageSensorProcessor 工

作原理,有 CMOS?Sensor 及

CCD 器件应用经验者优先；

6、了解嵌入式系统工作原

理者优先； 

7、了解 TC/IP?,UDP 协议者

优先。 

MCU 开发工程师 
电子信息/自动化

专业 
1 本科  

1、嵌入式 C 语言基本功扎

实，熟悉嵌入式C语言开发；

2、沟通能力强，善于和客

户确认诊断需求； 

3、非常强的责任心，对潜

在问题比较敏感； 

4、熟悉车辆总线系统的结

构及基本原理； 

5、熟悉 CAN 总线，有 CAN

总线开发经验，及其协议栈

软件接口调用方式。 

Linux 驱动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工程/

通信专业 
1 本科  

1、2 年以上 Linux 驱动开发

经验； 

2、熟悉 Linux 设备驱动开

发（I2C、UART、GPIO 等模

块驱动）； 

3、熟悉 Linux 内核框架，

Linux 驱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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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悉应用层对驱动的需

求，熟悉常用的应用层与内

核层的通讯方式； 

5、能够熟练阅读英文资料，

datasheet 等。 

Linux 驱动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工程/

通信专业 
1 本科  

1、2 年以上 Linux 驱动开发

经验； 

2、熟悉 Linux 设备驱动开

发（I2C UART GPIO 等模块

驱动）； 

3、熟悉 Linux 内核框架，

Linux 驱动模型; 

4、熟悉应用层对驱动的需

求，熟悉常用的应用层与内

核层的通讯方式； 

5、能够熟练阅读英文资料，

datasheet 等。 

linux 嵌入式软件 
计算机/通信工程

领域专业 
1 本科  

1、熟悉 Linux?kernel 或应

用开发； 

2、熟悉开源软件的评估、

集成与调试； 

3、精通 C/C++；熟悉 Linux

系统的进程、线程开发，各

类 IPC 通讯及 socket 编程；

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

识、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能够承担工作压力； 

5、学习能力强，求知欲强

烈。 

美工工程师 工业设计专业 1 本科  

工业设计专业，有美术功

底，熟悉使用 PS，AI，3Dmax

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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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2 本科  

1、具有扎实的 C/C++语言和

数据结构知识； 

2、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下

的软件开发经验； 

3、理解嵌入式系统启动及

建立过程，熟悉应用程序开

发流程； 

4、熟悉常用通讯接口，如

CAN，SPI，I2C 等； 

5、具有一定硬件基础； 

6、有机器视觉或车载电子

开发经验者优先。 

图像处理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或通信领域

相关专业 
2 硕士研究生  

1、有扎实的图像处理基础；

2、精通多种图像预处理处

理和后处理的方法和原理； 

3、熟悉常用 DSP 和 ARM 编

程的优化方法熟悉常用的

摄像头输入和视频输出接

口； 

4、对计算机视觉和图像识

别有经验者优先。 

E375 
苏州中成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部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市场营

销类、管理类等相

关专业 

5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销售部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市场营

销类、管理类等相

关专业 

5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质保部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市场营

销类、管理类等相

8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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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 意长期在职。 

体系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市场营

销类、管理类等相

关专业 

5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研发部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软件类

等相关专业 

10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技术部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软件类

等相关专业 

10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实验室储备人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软件类

等相关专业 

8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电气工程师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软件类

等相关专业 

7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设备维修技术员 

汽车、材料、机械、

理工科类、软件类

等相关专业 

5 本科  

汽车、材料、机械、理工科

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

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愿

意长期在职。 

E376 
苏州卓因达科技有限

公司 
电子电气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自

动化专业 
2 本科  

学习期间成绩良好，其中高

等数学、模拟电路、数字电

路、传感器检测、通信原理

等学科需在良好以上；熟练

掌握及使用 CAD、Protel99

和 Office 软件，具备 C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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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编程能力；具备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曾

担任班级或社团干部者优

先；曾在 AFC 或其它自助设

备、金融设备企业实习，或

具有电气设备成套组装实

习经验者优先。 

结构工程师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

专业 
2 本科   

E377 
索格菲(苏州)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电气工程、机械设

计与制造、车辆工

程专业 

10 本科及以上  

1、可全日制实习至 2018 年

6 月； 

2、吃苦耐劳，良好的团队

合作精神，能承受一定的工

作压力； 

3、熟悉日常办公软件； 

4、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者优先考虑；5、培

养方向：生产部/维修部/质

量部/工艺部/项目管理部。 

研发部实习生 机械工程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1、可全日制实习至 2018 年

6 月； 

2、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并具有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 

3、能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

件； 

4、会使用 Catia/UG 等设计

软件优先考虑； 

5、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同时会法语者优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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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实习生 财务管理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1、可全日制实习至 2018 年

6 月； 

2、做事认真仔细有耐心，

结果导向； 

3、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

并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

力； 

4、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

尤其精通 Excel，了解 SAP

系统优先考虑； 

5、优秀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 

6、居住在吴江经济开发区

优先考虑。 

物流部实习生 物流管理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1、可全日制实习至 2018 年

6 月； 

2、有制造型企业物流部门

实习经验优先考虑； 

3、熟悉日常办公软件，会

使用 SAP 系统优先考虑； 

4、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团

队合作意识，良好的沟通能

力； 

5、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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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实习生 
人力资源管理、英

语类等相关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1、可全日制实习至 2018 年

6 月； 

2、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

3、性格外向，态度仔细认

真，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

力； 

4、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耐

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5、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 

6、居住在吴江经济开发区

优先考虑。 

E378 
天信和(苏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QC 检验 

生物、化学制药专

业 
3 本科  

生物、化学制药专业， 

1、工作认真、严谨，对检

验工作负责； 

2、技术技能过硬可独立完

成日常检验工作。工作内

容：1、按时完成日常检验

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2、

负责 QC 实验室日常维护清

洁；3、负责 QC 部检验设备

的日常使用及清洁维护保

养；4、负责对检验过程检

验记录进行复核，保证试验

方法以及实验数据的准确

性；5、负责仪器设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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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的验证方案起草。 

细胞培养技术员 

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生物工程、

细胞生物专业 

10 本科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工程、细胞生物专业，1、

熟悉无菌实验室操作经验、

具备干细胞培养经验者优

先；2、较强的独立思考和

动手能力，责任心强，具有

优秀的团队合作和强烈的

敬业精神。岗位职责：1、

从事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细

胞传代；2、培养过程日常

定量检测；3、向直属上级

定期工作总结报告各项工

作的进展。 

研发工程师 

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生物工程、

细胞生物专业 

10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工程、细胞生物专业，1、

有一定的哺乳动物细胞培

养及生物反应器操作的技

能；2、具有较强的沟通协

调能力及良好的表达能力；

3、能够适应出差。工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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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1、负责日常的细胞培

养、细胞冻存、细胞复苏工

作；2、熟练掌握细胞生物

反应器及相关分析检测仪

器的工作原理及相关操作；

3、负责实验室管理制度及

SOP 操作流程，负责实验室

内仪器的日常维护与保养。 

 

 

E379 
通用模具工业(吴江)

有限公司 

英语翻译 英语专业 10 本科  

英语专业，英语六级，听读

说写熟练，能配合加班和国

内外出差；主要职责：协助

总监助理相关事务的处理

（文件翻译及相关助理类

等），协助部门工作汇报、

部门会议、部门资料等翻

译，协助公司技术人员国外

出差的审图及翻译工作。 

 

总经理助理 英语专业 1 本科  

英语六级，听读说写熟练，

能配合加班和出差；主要职

责：协助总经理助理相关事

务的处理（车辆安排、翻译

等），各部门工作汇报、会

议、资料等翻译。 

结构设计储备 
模具设计/材料/机

械/高分子专业 
15 本科  

做事细心，有一定抗压能

力，配合度好，能配合加班

和国内外出差，综合薪资约

4K-5K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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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分析储备 
模具设计/材料/机

械/高分子专业 
15 本科  

做事细心，有一定抗压能

力，配合度好，能配合加班

和国内外出差，综合薪资约

4K-5K 左右。 

钳工学徒 
机械/数控/模具专

业 
5  4500-8000 

主要职责：模具冲压、模具

调试组装等 

机工学徒 
机械/数控/模具专

业 
5  4500-8000 

主要职责：车磨钻铣、数控

等机加工工作。 

E380 
协益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 

产品工程师 光学、机械类专业 10 本科  

1、参与产品项目立项可行

性调研，参与系统方案设

计；2、拟制结构设计方案

和项目计划，研究开发新结

构新技术，提升产品性能和

质量等；5、解决产品开发

中的问题、问题跟踪以及与

客户讨论技术问题；6、为

产品的量产提供技术支持；

7、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 

光学设计师 光学类专业 5 本科  

熟练掌握和应用常用的光

学软件，如 CODEV, ZEMAX, 

TRACEPRO 等。岗位职责：1、

参与实施产品开发、研制工

作，制定开发计划；2、按

研发计划完成光学设计工

作，及时记录各种工作要

素，编制齐全的产品文件；

3、负责微型摄像头光学设

计工作，完成产品光学设计

工作，配合机构设计检讨设

计方案，跟踪配合产品试生

产工作，解决相关的设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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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 

 

项目管理 

光学、机械、自动

化、材料、质量专

业 

2 本科  

1.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

力，善于分析总结；2.有较

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一定

的文字功底；3.具有很好的

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异常

情况的应变能力；4.具有良

好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团队

合作精神。 

光学测试工程师 光学类专业 2 本科  
对光学系统或光电系统有

较深的理解和认识。 

E381 
信万(吴江)电子塑胶

有限公司 

生技部工程师 
自动化或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 
3 本科  

有团队意识，积极进取，能

和公司共同发展。 

调机技术员 
材料成型、机电一

体化等机械类专业 
2 本科  

有吃苦精神，喜欢塑胶行

业，能配合公司加班。 

品管工程师 不限 2 本科  
爱好品质工作，肯钻研，工

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 

IE 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模具

或机械设计专业 
1 本科  

具有一定的分析和改善能

力，能配合上级开展工作。 

维修技术员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专业 
1 本科  

肯钻研，有吃苦精神，能配

合加班。 

模具设计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

业 
2 本科   

开发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模具

或机械设计专业 
3 本科  

对模具有一定了解，会 CAD，

英语四级以上。 

 

业务专员 外语专业 1 本科  
英语六级以上，专八尤佳，

口语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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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82 
伊之密精密机械（苏

州）有限公司 

资料员/文员 不限 1 本科  

1、负责技术中心文件与资

料的收集、整理，做好分类

归档；2、负责技术中心日

常行政工作，与其他部门对

接；3、负责技术中心人员

的日常考勤工作；4、完成

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采购助理 不限 1 本科  

1、有责任心、工作认真细

致，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

力；2、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制作相关报表。 

市场部助理 不限 1 本科  

1.个性随和、工作认真、沟

通能力强、有较强的团队精

神；2.良好的学习能力及执

行力；3.熟悉 Excel 、Word

等办公软件，可以熟练使用

PPT、ERP 等软件优先考虑。 

 

生产经理助理 

计算机、文秘或企

业管理类专业毕业

优先 

1 本科  

1、了解订单各生产流程和

各工序进度把控，生产报表

统计；2、根据生产计划进

度负责在手订单进度的信

息汇总和异常跟催；3、具

备一定的财务、人事管理经

验，会处理一般的行政、人

事、报销事务；4、有良好

的沟通能力，具备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工作态度积

极、责任感强。 

 

机械设计师 
机械及其自动化专

业 
3 本科  

1、熟悉和了解工业部品、

气动元件的选型；2、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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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Auto CAD、Solidworks

等相关设计办公软件。 

软控设计 
电气及其自动化专

业 
3 本科  

1、负责 RA 项目部机器人集

成系统项目软体控制部分

的设计工作；2、PLC 程序的

编写；3、现场安装调试的

指导；4、领导交办的其他

工作等。 

装配技师 
机械及其自动化专

业 
5 本科  

1.熟悉非标自动化的装配、

调试，能看懂 CAD、3D 图纸；

2.具有团队合作能力和条

理化的工作方式；3.能配合

出差和加班。 

 

E383 
亿光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生技工程师 
电子、机械相关专

业 
10 本科  

工作职责：1、新物料评估、

物料 cost down 规划及细项

执行；2、良品率提升专案

规划及执行；3、产线制程

异常处理、产能扩充协助。

任职条件：需配合加班，白、

夜班轮班制，综合薪资 5000

左右。 

样品工程师 
电子、机械相关专

业 
10 本科  

工作职责：1、协助专案及

新产品开发样品制作、测

试；2、负责产品规格书之

制作；3、负责客户需求样

品制作规划;4、协助产品异

常之改善。任职条件：需配

合加班，综合薪资 4500 左

右。 

维护工程师 
机电、机械相关专

业 
20 本科  

工作职责：1、日常设备消

耗件更换，确保设备运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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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2、日常设备点检工作，

确保生产品质； 3、机故病

历整理，确保资料的完整

性。任职条件：需配合加班，

白、夜班轮班制，综合薪资

5000 左右。 

 

E384 
益泰(苏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技术员 

生物及医学相关专

业 
5 本科  

1、熟悉免疫学、细胞培养

和分子生物学知识； 

2、具有高度责任心，热爱

科研工作，动手能力强； 

3、善于沟通，具有团队合

作和良好的学习能力； 

4、能使用办公软件。 

 

E385 
英格索兰(中国)工业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管培生 机械相关专业 10 本科  

1、逻辑思维能力强； 

2、认真专研技术、有志于

长期从事生产管理工作； 

3、专业课成绩优良（机械

制图，公差与配合等）； 

4、善于沟通，拥有复杂情

况下处理异常能力。 

工艺工程师培训生 机械相关专业 5 本科  

1、逻辑思维能力强； 

2、认真专研技术、有志于

长期从事制造工程师工作； 

3、专业课成绩优良（机械

制图，公差与配合等）； 

4、英语四级及以上。 

质量工程师培训生 机械相关专业 5 本科  

1、逻辑思维能力强； 

2、对待工作态度严谨； 

3、专业课成绩优良； 

4、英语四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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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计划工程师培训生
物流、机械相关专

业 
5 本科  

1、逻辑思维能力强； 

2、对数字敏感； 

3、专业课成绩优良； 

4、英语四级及以上，听说

能力佳。 

E386 
友华精密电子(吴江)

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师 电子通信类专业 6 本科  

1、理工基础、逻辑能力高； 

2、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

写能力（CET-4 或以上）； 

3、工作认真，可配合加班。

岗位职责：电子产品测试及

相应标准研读。 

EHS 专员 电工机电类专业 1 本科  

1、能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

软件； 

2、了解基本的文本编辑与

相关安全标准的作成； 

3、工作认真、细心。 

岗位职责： 

1、负责制订本部门内各项

工作计划，增强员工安全意

识，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

作环境； 

2、负责组织检查实施公司

的 EHS 计划和要求，检查保

安和各部门对安全的工作

实施，保障公司的设备/厂

房等财产安全； 

3、安全生产标准、体系作

成； 

4、现场检查、监督、改善。 

生管 外语类专业 2 本科  

1、日语系专业者优先； 

2、对数据分析能力强； 

3、电脑办公操作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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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亲和力，商务谈判

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工作职责： 

1、负责生产计划及出货计

划的安排；订单纳期管理、

月底对账、与客户的沟通联

络； 

2、与客户订单城需求沟通，

客户订单进度跟踪、新产品

开发、报价等； 

3、跟踪模具费用入款及应

收款冲帐； 

4、月底进行对帐。 

E387 
北京市高朋（扬州）律

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法学类 若干 本科及以上 面议  

实习律师 法学类 若干 本科及以上 面议  

E388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外贸跟单 
英语、国贸、化工

相关专业 
2 本科 3500-4500  

外贸单证 国贸、物流等 1 本科 3500-4500  

平面设计 艺术设计相关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产品结构/造型设计 工业设计相关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会计学

相关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微生物/理化检测 
微生物学、生物工

程、化学相关专业 
2 本科 3500-4500  

研发助理 
包装工程、化工相

关专业 
2 本科 35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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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专员 
市场营销、化工、

工业设计相关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包装助理 包装工程专业 1 本科 3500-4500  

E389 
江苏华信科技有限公

司 

市场部营销员 不限 10 本科及以上 底薪+提成  

系统集成售前工程师 
通信、计算机、电

子信息等 
4 本科及以上 8-12 万/年  

通信项目经理 
通信、计算机、电

子信息等 
5 本科及以上 5K-6K/月  

市政项目经理 市政工程 3 本科及以上 5K-6K/月  

网优工程师 
通信、计算机、电

子信息等 
5 本科及以上 4K-5K/月  

综合管理部主任 
行政管理、人力资

源等 
1 本科及以上 6K-7K/月  

E390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

司 

施工管理 
结构工程/土木工

程/建筑学 
8 硕士 面议  

施工管理 土木工程/建筑学 10 本科及以上 面议  

造价管理 工程管理 8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水电施工 
暖通/电气/给排水

/环境工程 
8 本科及以上 面议  

安全管理 
安全工程/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 
8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材料管理 
无机非金属材料/

材料工程 
8 本科及以上 面议  

市政施工 
交通工程/道路桥

梁/市政工程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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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 
土木工程/电气/给

排水/监理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智能化 电气及智能化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BIM 工程师 
土木工程/工程管

理/BIM 技术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企业管理 
中文/法律/人力资

源/行政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经营管理 工商/经济/经营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会计学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金融投资 金融/经济学 5 本科及以上 面议  

E391 
扬州奥锐特药业有限

公司 

合成发酵研究员 化学、制药类 10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结晶研究员 化学、制药类 10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质量研究员 化学、制药类 10 本科及以上 3000~4000  

储备干部 化学、制药类 10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QA 化学、制药类 5 本科及以上 3000~4000  

QC 化学、制药类 5 本科及以上 3000~4000  

E392 
扬州保来得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工程师 
粉末冶金/材料/机

械类 
10 本科   

销售工程师 
粉末冶金/材料/机

械类 
8 本科   

SQE/CQE 工程师 
粉末冶金/材料/机

械类 
5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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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冶金工艺工程师 
粉末冶金/材料/机

械类 
4 本科   

热处理工程师 
金属材料工程/热

处理类 
4 本科   

机加工工艺工程师 金属加工工艺类 4 本科   

自动化工程师 
自动化/机电一体

化类 
4 本科   

E393 
扬州龙川钢管有限公

司 

研发工程师 

金属材料、材料成

型、冶金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等专业 

10 本科及以上   

内贸跟单员 

金属材料、材料成

型、冶金、市场营

销等专业 

10 本科及以上   

外贸跟单员 

英语、国际经济与

贸易、市场营销专

业 

10 本科及以上   

外贸单证员 

国际贸易、经贸英

语、报关报检等相

关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合同评审员 金属材料等专业 10 本科及以上   

工艺技术员 
机械或金属材料专

业 
10 本科及以上   

质检技术员 

无损检测、电气工

程、机械类、材料

类、冶金类等专业 

20 本科及以上   

储备干部/ 

生产管培 

金属材料、机械设

计制造、材料成型、

冶金等专业 

10 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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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行政管理

等相关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E394 
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

司 

芯片工艺工程师 

光学、物理电子学、

凝聚态物理、微电

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等物理类专业 

10 硕士  

岗位职责： 

1、负责工艺改善和优化、

不良分析及解决、产品良率

的提升；  

2、生产线工艺监控、异常

处理，保证生产线平稳运

行； 

3、协助产品研发及实验制

作对接及流程优化工作，作

业标准（SOP）的制定； 

岗位要求： 

1、有 LED 相关知识背景及

工艺经验者优先； 

2、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外延工艺工程师 

光电子、微电子、

物理电子学、凝聚

态专业 

10 硕士  

岗位职责： 

1、参与研发项目开发、负

责新产品导入，以及开发提

升产品良率、性能、可靠性

等项目； 

2、控制制程输入要素监控，

负责产品质量； 

3、 产品异常纠正预防处

理，相关 SOP 等制度文件编

写、审核； 

资质要求 

1、研究生期间从事与半导

体材料（器件）制备、测试

与表征方向优先； 

2、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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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半导体材料分析

与表征成绩优秀者优先； 

研发工程师 

博士以上学历，光

电子、微电子、物

理电子学、半导体

物理、凝聚态物理、

材料工程（半导体

材料方向）等相关

专业，物理基础扎

实 

2 博士  

岗位职责：  

1、负责红黄光 LED 新产品

项目承担、实验设计、计划

执行、技术文件输出、新物

料（设备）采购技术评估； 

2、负责红黄光 LED 外延材

料生长，工艺调试； 

3、负责新产品的量产导入、

培训、导产初期维护及异常

处理； 

4、协助完成项目申报资料

编写； 

资质要求： 

1、硕博期间有 MOCVD、MBE

使用及Ⅲ-Ⅴ族化合物半导

体材料生长经验优先； 

2、有 LED 外延生长工作经

验优先； 

3、熟练使用 Office 等办公

软件，具备英文文献检索、

阅读能力； 

生产工程师 
光电子、微电子、

工业工程专业 
2 本科  

岗位职责： 

1、安排每日生产计划，协

调负责区域的资源，避免不

必要的成本； 

2、生产数据的分析，推行

人员效率提升改善； 

培训工程师 文秘等相关专业 2 本科  

岗位职责： 

1、编制各站培训教材，推

行培训教材的标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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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各站岗前培训、岗

中的回训、复训计划 

3、组织实施职等晋升考核

制度 

岗位要求： 

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设备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 5 本科  

岗位职责： 

1、负责每日设备状态点检，

故障排查处理分析； 

2、负责维护保养计划制定

执行； 

3、负责设备异常处理分析，

及设备相关记录； 

4、负责设备稼动率提升，

负责设备作业流程改善； 

资质要求： 

1、本科学历以上，有扎实

的机械、电气基础理论知

识； 

2、有过 TPM 设备管理认知

的优先； 

工程助理 物理等专业 5 本科  

岗位职责： 

1.制程工艺参数调节，保证

产品性能品质；  

2.产品品质异常解决方案

提报及处理； 

3.配合工艺工程师项目工

作；  

资质要求： 

1.本科学历以上，物理相关

专业； 

2.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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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材料检测及分析等

成绩优秀者优先； 

3.有过 LED或半导体激光器

基础知识学习优先； 

E395 
扬州嵘泰工业发展有

限公司 
培养岗位 

机械、材料成型、

数控专业 
40 本科 3.5k-3.8k  

E396 
扬州市教育理想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 

初高数、理、化老师 不限 20 本科以上   

初高语、英老师 不限 20 本科以上   

咨询师 不限 10 本科以上   

学管师 不限 10 本科以上   

市场专员 不限 10 本科以上   

储备干部 不限 10 本科以上   

E397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研发 车辆工程 24 本科及以上   

研发 电气工程 29 本科及以上   

研发 机械类相关专业 4 本科及以上   

研发 工业设计 2 本科及以上   

研发 计算机相关专业 10 本科及以上   

管理 
人力资源/工商管

理 
1 本科及以上   

管理 财务管理 2 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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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电子信息等相关专

业 
3 本科及以上   

技术 软件工程 2 本科及以上   

管理 国际贸易 1 本科及以上   

管理 法学 1 本科及以上   

研发 统计学类 2 本科及以上   

销售 车辆、营销类 40 本科及以上   

E398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微电子、应用物理、

集成电路、应用化

学等相关专业 

10 研究生  
专业扎实 

逻辑思维强 

工艺工程师 

微电子、应用物理、

集成电路、应用化

学等相关专业 

40 本科  
专业扎实 

逻辑思维强 

IE 工程师 
工业工程类相关专

业 
3 本科  

专业扎实 

逻辑思维强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5 本科  
专业扎实 

逻辑思维强 

采购工程师 物流类相关专业 3 本科  
专业扎实 

沟通能力强 

生产计划员 数学类相关专业 5 本科  
专业扎实 

做事认真细心 

财务专员 
会计、审计相关专

业 
5 本科  

专业扎实 

做事认真细心 

人力资源专员 管理类相关专业 5 本科  
性格开朗 

沟通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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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杰学院老师 理工类相关专业 2 本科  
性格开朗 

沟通能力强 

E399 
扬州园林设计院有限

公司 
景观设计师 

环艺（室外方向）/

风景园林/景观规

划/建筑学 

8 本科   

E400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

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机械设计、车辆工

程、焊接、涂装、

电气等专业 

20 本科及以上  
熟练使用 CAD、UG 等制图软

件 

软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计算机

及其应用﹑信息管

理等专业 

2 本科及以上   

客户经理 销售、机械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善于沟通，能适应频繁出差 

安全经理 安全、环保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管理培训生 
国际贸易、市场营

销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善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