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用人单位：潍坊银行 

单位介绍：潍坊银行成立于 1997 年，现有员工 2500 余人，辖 100 余处营业机

构。拥有青岛、聊城、滨州、烟台、临沂五家分行，控股设立青岛西海岸海汇村

镇银行。2015年 9月，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成立二十多年来，潍坊银行始终坚持“立足地方经济、立足小微企业、立足城乡

居民”的市场定位，坚持创新驱动、激发活力，坚持质量为先、稳健经营，积极

推进转型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一家资本持续达标、管理机制灵活、经营效益显著、

品牌特色鲜明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盈利水平位居山东省内城商行

前列，获评“全国职工模范之家”、全国中小银行“最佳普惠银行”、“支持潍

坊发展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 

工作地点：潍坊、青岛、烟台、滨州、聊城、临沂 

岗位名称：管理培训生、金融科技精英 

招聘人数：20 

薪资待遇：6000-7000/月 

学历要求：经济管理类；财会法律类；数理统计类；信息科技类；文学类专业。

联系方式：韩呈军 15621631626 

 

2、用人单位：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潍坊市国资委所属的国有

独资大型企业集团。截至 2018 年底，注册资本 50 亿元，资产总额超过 800 亿

元，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辖属 20多家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成立以来先后

获得潍坊市先进党组织、潍坊市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城投集团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先后投资完成了白浪河、

张面河、虞河三大河流综合整治，建成了奥体中心、文化艺术中心、鲁台会展中

心、两岸交流中心四大中心，人民广场、人民公园、植物园、风筝广场等一批精

品园林工程，东风街、北海路等城区重点道路，引黄入峡、引黄入白、白浪河河

道防汛隐患整治等水利工程，供热管道以及高铁北站站房及配套设施等重点项目，

并全力推进火车站南广场片区、高铁新片区、市党性教育主题展馆、潍日高速潍

坊连接线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环境，服务潍坊高



品质城市建设。 

工作地点：山东潍坊 

岗位名称：文秘岗、党建岗、财务管理岗、法务岗、案件审理岗、法务岗、工程 

造价岗、水质化验岗、项目经理岗、人力资源管理岗 

招聘人数：13 

薪资待遇：5000 以上（文秘岗、党建岗、财务管理岗、法务岗、案件审理岗） 

4000以上（法务岗、工程造价岗）；4000（水质化验岗） 

3500（项目经理岗）；2750（人力资源管理岗） 

学历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本科学历（财务管理岗、法务岗、法务岗、

文秘岗、工程造价岗、水质化验岗、项目经理岗、人力资源管理岗） 

联系方式：苏晨希 15269611001袁法敬 13963630306 

 

3、用人单位：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 1989年成立的市属综合性国有投资公

司，主要职能是按照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要求，对市级重点建

设项目、重点企业进行投资，实施产权管理；同时，对市级国有企业股权进行

管理运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地

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截至 2019年 10月底，集团公司资产总额 211亿元。

30年来，集团公司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先后参与 70

多个市级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重点企业投资，目前拥有全资和参控股企业 60余

家，持有潍柴动力、潍柴重机、山东国信等 4家上市公司股权，构建形成了产

业（创业）投资、实业投资、金融服务三大业务板块综合发展的资产布局。 

工作地点：山东潍坊 

岗位名称：投资管理、文秘、预算与成本控制、招商投资、质量与技术等岗位 

招聘人数：11 

薪资待遇：缴纳五险一金、绩效奖金等福利津贴，月工资薪酬 4000-600 

学历要求：质量与技术岗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他岗位研究生以上。 

要求：所学专业与申请岗位工作内容相符合 

联系方式：田守乐 0536-8101011；手机：13306360156 



4、用人单位：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是经上级财政、国资、金融监管门许可，潍坊市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一家集金融、财政及经济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有金融

控股集团，是在 2012 年 9 月成立的潍坊市投资控股集团的基础上，于 2013 年

12月升级组建的。集团首期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为 20亿元。 

集团控股、参股若干金融机构和企业，与一系列金融业态建立了合资、合伙、合

作关系，并全面负责市政府现代产业基金、蓝色产业基金的运作，是市政府运作

资本、支持产业转型发展的公共研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 

现代产业基金、蓝色产业基金是市政府设立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综合产业基金。 

工作地点：山东潍坊 

岗位名称：财务管理、法务、经济金融相关岗位 

招聘人数：9 

薪资待遇：见习期间 4500-7500缴纳五险一金+年假双休、用餐补助等福利津贴 

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与校园招聘计划表中要求对应 

联系方式：刘玉梅 19853661769 

 

5、用人单位：潍坊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是根据潍坊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潍坊

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组建方案》要求，对原已成立的潍坊市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和潍坊北海轻轨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新设合并，于 2019年 8月 9日注册成立，

是市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由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

责，目前注册资本 1 亿元，负责我市轨道交通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

负责轨道交通周边土地开发和经营；负责轨道交通广告、其他特许经营权的经营。

公司下设金融发展部、规划技术部、建设运营部等 7个部室，共有员工 20多人。 

近期建设 2 条线，分别为 1 号线一期工程和 2 号线，线路总长度 51 公里，总投

资 212 亿元，预计 2020 年下半年开工建设。目前，公司正在配合中铁工程设计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可行性研究及勘察设计工作，配合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投融资方案编制工作。 

工作地点：山东潍坊 



岗位名称：预算与成本控制岗、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轨道交

通车辆技术、轨道交通供电岗位、人力资源 

招聘人数：6 

薪资待遇：本科 5000-6000元；研究生 5500-6500元；五险一金。 

学历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 

联系方式：朱荣升 13021556356马文晓 18753693189 

 

6、用人单位：潍坊三农创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三农创新发展集团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引导国有资本向农业产

业聚集,推动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创新提升潍坊“三个模式”，

培植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要求设立，注册资金 10 亿元。集团的发展方向着眼

于推动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增收，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组织好“三农”

领域的供给侧、需求侧、城乡互动侧，解决“三农”突出问题，加快国家农业开

放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为乡村全产业投资运营综合

平台、“三农”领域国际一流企业集团。 

工作地点：潍坊市 

岗位名称：文秘岗、招商投资岗、策划岗、经济学相关岗位 

招聘人数：4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投资经济学、中国语言

文学、中文、新闻传播学、金融学专业 

联系方式：王海霞 13864685032 

 

7、用人单位：潍坊市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潍坊市委市政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于 2015 年 2 月组建的大型国有融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 19.05 亿元，是山

东省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融资担保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累计为近 2000 家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再担保 366 亿元，在保余额 101.7 亿元，在集聚区域金融资

源、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集团拥有体系

完备、激励性强的薪酬制度，薪酬结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及取暖



高温补贴等，享有五险一金、免费内外部培训、带薪年假、生日礼物、节日福利、

年度体检、婚庆生育慰问等多项福利。 

工作地点：潍坊 

岗位名称：业务经理、风险经理、IT专员、 

招聘人数：5 

薪资待遇： 

业务经理（7-9万/年） 

风险经理、IT专员（7-9万/年 6-8万/年） 

学历要求：业务经理（硕士研究生，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专业） 

风险经理（硕士研究生，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

学、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法学、金融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专业） 

IT专员（本科及以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联系方式：王传建，15095113986 

 

8、用人单位：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坐落在美丽的世界风筝都—潍坊，她成立于

1972 年，隶属于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以经营城市公共交通客运

为主的公益性中（一）型国有企业。总公司下设 12个处室、10个基层单位，现

有职工 3308人，拥有营运车辆 1552台，营运线路 111条，线路总长度 2224.32

千米，线网辐射潍城区、奎文区、坊子区、寒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

保税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峡山生态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昌乐县

城，年客流量达 1.5亿人次。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始终秉承“服务为本、乘客至上”的服务宗旨，不断深化

企业改革，加大营运车辆投入，扩大线网改造，加快智能化公交建设，全面提升

服务水平，努力构建现代化大公交格局，公交事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为缓解

交通拥堵，防治大气污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潍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日益提高，公交发

展日新月异，为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潍坊公交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人才。 

https://www.baidu.com/s?wd=%E7%BB%BC%E5%90%88%E4%BF%9D%E7%A8%8E%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1P9myfzPjT4nyndmvN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ckPjTdP1DLnjn3PHfkPjb4
https://www.baidu.com/s?wd=%E7%BB%BC%E5%90%88%E4%BF%9D%E7%A8%8E%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1P9myfzPjT4nyndmvN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ckPjTdP1DLnjn3PHfkPjb4


工作地点：潍坊奎文 

岗位名称：计算机 

招聘人数：2 

学历要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本科以上学历 

联系方式：董桂滨 15253640961 

 

9、用人单位：潍坊市人力资源服务集团 

单位介绍：潍坊市人力资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是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市管一级

国有独资企业，也是潍坊最早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之一。主要为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提供管理咨询、人力资源咨询、人事代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

代理招聘、猎头服务、培训等全方位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资产总额 1.3亿

元，在职职工 67 人，先后为 5000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人力资源及相关服务，与

1000 余家单位保持长期的供需关系。我们本着“发挥优势、相互促进、长期合

作、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目标，在不断提升经济效益

的同时，履行好社会的应有责任。 

工作地点：山东潍坊 

岗位名称：人力资源管理岗、财会税务岗 

招聘人数：2 

薪资待遇：月薪：5000元+绩效 

学历要求：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要求：研究生期间参与过企业组织架构、薪酬

制度、考核制度等的设计项目或课题。财务管理、税收学专业。要求：研究生

期间参与过财会、税务管理相关项目或课题。 

联系方式：刘朋 0536-7109261；15853677167 

 

10、用人单位：潍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资中心通过事改企，成立潍坊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国资公司承接了原中心的债权、债务以及

主要职能。主要职能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整合闲置资产，收缴国有资产处置

收入；在授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股东职责，进行市场化运作，收缴国有股权收益；



有效利用政府投入资金和国有资产收益，加大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

等领域的股权投资； 

目前，国资公司在职职工 126人。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 5家：潍坊恒和置业有限

公司、潍坊优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潍坊厚德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潍坊现代教育

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潍坊新华贸易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 2家：海阳港务有限公

司、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潍坊市云计算中心（浪潮）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40%的国有股权。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经济学相关岗位、文秘岗、工程预算，工程管理岗 

招聘人数：3 

薪资待遇：硕士：6000元/月本科：5000 元/月 

学历要求： 

经济学相关岗位（研究生（硕士及以上）） 

文秘岗、工程预算，工程管理岗（大学本科（学士及以上）） 

联系方式：孙来华 18660698589 

 

11、用人单位：潍坊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是由潍坊市煤气总公司和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城镇燃气企业，为潍坊市国资委控股企业。主要从事管道燃气

供应、燃气具销售及压缩天然气供应等业务，现服务客户 58 万余户，是潍坊市

规模最大的燃气企业,现为山东省城市燃气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城市燃气协

会理事单位、英国燃气专业学会（IGEM）业界公司会员单位。 

    近年来，公司先后参股潍坊港华公交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临朐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潍坊盛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潍坊港华燃气用具销售有

限公司，快速迈向集团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致力打造成山东地区清洁能源

供应及优质服务之领先企业。 

工作地点：山东潍坊 

岗位名称：燃气工程技术岗、法务、组织人事岗 

招聘人数：6 



薪资待遇：试用期 3000元/月；试用期满后年收入 6万元左右。初次工作享受潍

坊市大学生生活补贴：本科 6000元/年*1年，研究生 18000 元/年*3年。外地生

源享受租房补贴：400 元/月*1 年。缴纳五险一金、年末双薪、误餐交通等福利

津贴。 

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与申请岗位工作内容相符 

联系方式：代磊 18866361076 

 

12、用人单位：潍坊市人民医院 

单位介绍：医院始建于 1881 年，是山东省建立较早的医院之一，现已发展成为

集医疗、教学、科研、防保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是潍坊市医疗技术指导中心，

山东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全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现为国家爱婴医院、国

际救援网络医院、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临床药师

培训基地、高级卒中中心、省级综合类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潍坊全域航空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潍坊医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 

医院设有 1 个脑科分院，1 个滨海分院，1 个妇儿医院，1 个寒亭院区，78 个临

床医技科室。其中，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肝胆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消化内科、血液科、超声科、骨科 7个学科为

“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心血管内科、泌尿外科、血液科、消化内科、放

射科、肿瘤科、风湿免疫科、胸外科 8 个学科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耳鼻

咽喉科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颅内动脉瘤精准治疗为“山东省省

级临床精品特色专科”。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心内科医师 A、心内科医师 B、消化内科医师、血液内科医师、血液

净化中心、呼吸内科医师 A、呼吸内科医师 B、呼吸内科技师 A、呼吸内科技师

B、急诊部外科医师、急诊部内科医师、小儿内科医师 A、新生儿科医师 A、新生

儿科医师 B、中医科医师、肿瘤内科医师 A、肿瘤内科医师 B、肿瘤内科技师 A、

肿瘤内科技师 B、感染性疾病科、保健科医师、临床心理科医师、全科医学科医

师、康复科医师、职业病科医师、普外科医师、肝胆外科医师 A、肝胆外科医师

B、肛肠外科医师、心外科医师、胸外科医师、泌尿外科医师 A、泌尿外科医师 B、



器官移植中心医师、血管外科医师、小儿外科医师 A、小儿外科医师 B、关节外

科医师、脊柱外科医师 A、脊柱外科医师 B、创伤骨外科医师、肿瘤外科医师、

乳腺外科医师 A、麻醉科医师 A、麻醉科医师 B、妇科医师 A、妇科医师 B、产科

医师、计生科医师 D、习惯性流产门诊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 A、重症医学科医

师 B、眼科医师、美容整形科医师、烧伤科医师、耳鼻喉科医师、牙科医师、疼

痛科医师 A、疼痛科医师 B、检验科检验师 A、检验科检验师 B、输血科技师、放

射科医师 A、放射科医师 B、介入放射科医师、放疗科医师 A、放疗科医师 B、核

医学科医师 A、核医学科医师 B、超声科医师 A、超声科医师 B、病理科医师 A、

病理科医师/技师 B、病理科医师/技师 C、临床营养科医师、药剂科药师、中心

实验室医师/技师、临床药学科药师 A、临床药学科药师 B、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

公室药师、心电图室医师、脑科神经内科医师 A、脑科神经内科医师 B、脑科神

经外科医师、脑科脑电图室医师、脑科影像诊断医师 

薪资待遇：月薪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博士、硕士、博士后 

联系方式：苏志德 13583623456 

 

13、用人单位：潍坊市中医院 

单位介绍：潍坊市中医院是山东省首家中医医院，现已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

科研、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是国家中医药传承

创新重点中医院、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综合

竞争力位居全国地市级中医院前列。开放床位 3000张，设置临床医技科室 80余

个，重点专科达九成。其中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个（脑病、骨伤）、国家十二五

重点专科 2个（外科、肿瘤）、省级重点专（学）科 12个。2019 年，东院区（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重点工程）建成启用，定位对标全国知名医院，着力建设山东

半岛国际“杏林岛”。展望未来，医院将以“一中心两分院”为发展格局，全力

打造医疗、医药、医养“三位一体”的健康产业体系，向全国一流现代化医院目

标迈进。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脑病科医师 A 、脑病科医师 B、脑病康复科医师 A、脑病康复科医师

B、肿瘤科医师 A、肿瘤科医师 B、放疗科医师 A、放疗科医师 B、放疗科物理师、

老年病科医师 A、老年病科医师 B、心血管病科医师 A、心血管病科医师 B、消化

内科医师 A、消化内科医师 B、风湿免疫科医师 A、内分泌科医师 A、内分泌科医

师 B、呼吸内科医师 A、呼吸内科医师 B、肾内科医师 B、肾内科医师 D、儿科医

师 A、儿科医师 B、针灸推拿医师 A、针灸推拿医师 B、重症科医师 A、重症科医

师 B、急诊科医师 A、急诊科医师 B、外科医师 A、外科医师 B、胸心外科医师、

泌尿外科医师、妇科医师、产科医师 A、产科医师 B、神经外科医师 A、神经外科

医师 B、肛肠外科医师、皮肤科医师、皮肤科医师、耳鼻喉科医师 A、耳鼻喉科

医师 B、口腔医师 B、介入医师、麻醉科医师 A、麻醉科医师 B、骨伤科医师 A、

脊柱外科医师、关节骨科医师、创伤骨科医师、疼痛科医师、影像医师 A、影像

医师 B、超声科医师 A、超声科医师 B、检验师 A、检验师 B、病理科医师 A、病

理科医师 B、功检医师 A、精神卫生医师 A、精神卫生医师 B、临床药师 A、营养

科医师 

薪资待遇：月薪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博士、硕士 

联系方式：衣晓娟 13405361119 

 

14、用人单位：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单位介绍：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始建于 1953 年，是集医疗、保健、预防、康复、

教学、科研为一体，以妇、产、儿为主，内科、外科、五官科齐全的三级甲等

妇幼保健院，是“省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省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

地”、“潍坊市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潍坊市危重新生儿、婴幼儿抢

救中心”、“潍坊市产前诊断中心”、“潍坊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潍

坊市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指导中心”、“潍坊市儿童视力筛查技术指导中

心”、“复旦大学出生缺陷研究中心潍坊分中心”、“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技术协作单位”、“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基地”。潍坊



市妇幼健康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我院。是城乡居民、城镇职工、生

育保险等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是“国家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脑瘫康复

定点机构”、“山东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程---脑瘫康复训练基地”、

“潍坊市残疾儿童救助工程定点康复机构”。 

医院占地面积 3.46万㎡，业务用房 6.5万㎡。开放床位 670张，在职职工

1228人，拥有 1 个省级重点学科（围产保健专业），12个市级重点学科（专

科）。以孕产保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为中心，开展婚前体检、孕前监测指

导、孕期监测指导、住院分娩、产后康复、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生长发育监

测、儿童康复、青春期保健、生殖健康服务、更老年期保健等全生命周期精细

化医疗保健服务。年门诊量 72万人次，年出院 3.2万人次，年分娩量 1.2万

例。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妇产科医师、儿科医师、内科医师、功能检查科医师、耳鼻喉科医师、

眼科医师、口腔科医师、营养科医师、麻醉科医师、病理科医师、放射科医师、

超声科医师、介入医师、检验科检验师 

招聘人数：59 

薪资待遇：月薪 

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联系方式：王冰 13793638609 

 

15、用人单位：潍坊学院 

单位介绍：潍坊学院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山东省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高

校，坐落在世界著名的风筝之都、全国文明城市——山东潍坊。学校是省应用型

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 A类单位。是中国教

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潍坊地区城市节点单位、全国教育信息化理事会常

务理事单位、省首批教育信息化示范单位。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大学教师 

招聘人数：155 



薪资待遇：安家费 12-60万，市生活补助 18万，科研启动费 8-15万，租房享受

1000元/月房租补贴。 

学历要求：博士 

联系方式：李海廷 13791887691 

 

16、用人单位：潍坊医学院 

单位介绍：潍坊医学院是山东省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医学院校，2017 年顺利通

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获批山东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学校

更名大学列入省高校设置“十三五”规划并报教育部备案。2018 年通过教育部临

床医学专业认证(认证期 6 年)，临床医学学科位列 ESI 全球前 1%，临床医学专

业群获批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学科为“山东省一流学科”培育建设学科。2019年临床医学学科获批“山东省一

流学科”。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高校教师 

薪资待遇：执行山东省及潍坊市标准，安家费（20万-60万）、科研启动金 3-60

万等。潍坊大学生生活补助 18 万（时间为 5 年）。符合学校 1258 人才工程者，

奖励性绩效 60-400 万（时间为 5年），其他另议。 

招聘人数：100 

学历要求：博士研究生 

专业要求：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护理学、麻醉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检

验诊断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中医学、药学、生物学、生物医学

工程、心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物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英语语言

文学等 

联系方式：尹呈良 13791878594 

 

17、用人单位：山东全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成立于 2010 年，拥有员工 100 余人，全国各地市共设立 300 余家运

营商，覆盖全国各个地区的大中小型影楼及婚庆公司。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完成新三板上市，成为全国摄影行业、婚嫁产业平台第一股，借助资本市场的

力量更好的发展公司。 全影网将传统影楼行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了互联

网+婚嫁产业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公司搭建了中国第一也是唯一的婚嫁产业大数

据中心，并于 2017 年初全面启动全影喜庆盒商城建设，致力于带动婚嫁产业及

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安卓工程师 1人、Seo工程师 1人、营销管培生 2人 

招聘人数：4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安卓工程师、Seo工程师需要计算机相关专业；营销管培生专业不限。 

联系方式：王潇 18053647380 

 

18、用人单位：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单位介绍：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始建于 1978 年，地处山东潍坊，是一所省属公办

全日制普通高校，隶属于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001年独立晋升为高职院校，

2008 年跻身为全国百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2017 年确定为第一批山东省

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目前，学院拥有浮烟山、滨海两个校

区。开设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建筑工程、汽车工程、商务外语、经济管理、生

物与化学、信息工程、艺术传媒设计等 11个专业群 51个专业，其中国家示范专

业 7 个、省级特色专业 6个、省级品牌专业群 3 个，有 4个专业与本科高校

实施“3+2”专本贯通培养。学院拥有全省高职院校唯一一所省级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建有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山东省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等 12 个省级

平台和 9个市级平台，科研平台数量与层次居全省高职院校领先水平。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岗位名称：任职教师 

招聘人数：若干 

薪资待遇：执行山东省事业单位工资政策 

1.学院待遇（1）按照引进人才的学术成果、毕业院校等条件，享受不同层次的

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待遇。安家费：40-8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5-40万元；



高层次人才津贴：3-5万元/年。（2）学院提供免费临时性专家公寓。 

2.潍坊市政策根据《潍坊市大学生生活补助经费发放办法》(潍人才办字〔2018〕

5号)文件：对企业、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新引进的博士研究生，以及来潍自主

创业的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45 岁，须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及以上全职劳动

合同，且在潍缴纳社会保险），给予每人每月 3000元生活补助，期限 5年。 

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位要求： 

硕士研究生专任教师（若干）、教育学、心理学（2名）、中国语言文学（2名）、

英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4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2名）、哲学、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2名）、数学（2 名）、设计艺术学、美术学、艺术学（4名）、化学工程与

技术、药学、动物学、水生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海洋生

物学、化学（2名）、环境科学与工程（2名）、机械工程、 电气工程、材料科

学与工程（3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软

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2 名）、建筑学、土木工程（2 名）、纺织科学与工程

（2）、交通运输工程（2名） 

联系方式：李欣贤 13371077585 

 

19、用人单位：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总部位于山东潍坊，

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公司由国内一流的激光雷达、激光器专家联合创立，依托潍

坊光电产业发展基础，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雷达产业园。2018 年入选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第一批重点项目。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和管理团队，由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的博士团

队领衔，聚集国内光电、雷达、算法、电子和机械自动化行业顶级人才，深度洞

察市场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动态，为激光雷达行业爆发积蓄能量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或北京 

岗位名称：光学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招聘人数：8 



薪资待遇：5000-7000 

专业要求：光学工程、光学设计(光学工程师) 

电子学，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软件工程师） 

机械设计相关专业（机械工程师） 

联系方式：王晓乐，13522567905 

 

20、用人单位：潍坊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微生物菌种

研发与生产 15 年，拥有尖端的实验检测设备和智能自动化发酵设备，研发生产

实力全国领先，下设 5 大生产基地，固定资产两亿元，其中研发中心投入 5000

余万元， 核心专利及生产菌种 800 余株，拥有员工 220 人，经验丰富的博士硕

士科研团队 40余人。专业的产品管控系统确保优异的产品质量。2017年与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达成战略合作，并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8年底，大益生物山东院士工作站正式成立，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研发平台。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岗位名称：微生物研发 

招聘人数：5 

薪资待遇：4000-5000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联系方式：陈卓 15621688699 

 

21、用人单位：山东勇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勇士集团致力于新型集成房屋、钢结构、活动板房、快拼打包箱

等临建产品的研发、设计与经营，公司的临建房屋具有节能环保、组合简便快捷、

自重量轻、可移动和重复使用、抗震性能好、适用于临时设施等产品优势。公司

快速整合潍坊市巨大的临建市场材料供应商的资源，两年来发展迅猛。今已成为

中国临建行业的领航企业和最具影响力的品牌。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岗位名称：运营管理、销售管理、人力资源、外贸专员、PMC 管理、财务成本管

理、采购管理、信息数据管理 

招聘人数：46 

薪资待遇：3000-8000（运营管理）、4000-10000（销售管理）、3000-6000（人

力资源）、4000-8000（外贸专员）、5000-10000（PMC管理）、4000-6000（财

务成本管理）、4000-6000（采购管理）、4000-6000（信息数据管理） 

学历要求：本科 

联系方式：杨雨婷 15723267631、13361559501 

 

22、用人单位：嘉孚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嘉孚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风筝之都潍坊，是一家

集冷弯成型设备、冷弯金属型材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致

力于通过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制造、智能管理、智能

服务，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效、优质、可靠的智能化冷弯金属型材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前身为潍坊华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壹亿元。先

后与浙江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集团

公司申请知识产权 53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 22 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岗位名称：机械自动化、机械设计 

招聘人数：7 

薪资待遇：30万/年（机械自动化）、40万/年（机械设计） 

学历要求：硕士以上；硕士以上(冷弯设备相关经验优先) 

联系方式：崔衍亮 18853666188 

 

23、用人单位：潍坊东方钢管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东方钢管有限公司是集生产、研发、制造、销售、进出口贸易、

新材料研究与高端装备制造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资产总额 14 亿元，年综合产能 100 万吨。公司员工 800 余人，中高级



技术人员 200 余人，与 2 名院士，1 名千人计划专家，1 名泰山学者长期产学研

合作。 

    公司 40 多年来专注钢材防腐技术研发，拥有侯保荣院士工作站、毛新平院

士工作站、是省级技术中心，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是国家低碳环保技术推广

目录重点单位；是国家海洋腐蚀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基地。主要产品有高

速公路新型环保护栏、大口径长距离输水环保型管道、电力电缆保护管道、EMT

建筑线缆保护管道，产品应用到国内交通、电力、水利、市政建设等行业，出口

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以色列等国家。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岗位名称：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化学工程师、交通工程师、国际贸易、国

内销售 

招聘人数：40 

薪资待遇：本科不低于 6000，硕士不低于 8000；缴纳五险一金；提供住宿。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潍坊市潍城区 

机械专业、电气及相关专业、化学、化工、高分子等专业、交通、土木及相关专

业、国贸、英语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联系方式：姜钰元 15863287175 

 

24、用人单位：潍坊胜利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胜利石化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高新技术企业，省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司位于潍坊市潍城区乐埠产业园内。拥有先进齐全

的生产设备、检验测试设备，具有较强的机械加工能力和产品开发、研制能力。

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石油装

备生产和服务厂家。公司与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潍坊学院、山东交通

职业学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致力于前沿技术的基础研究和

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 

工作地点：潍坊市潍城区 

岗位名称：研发部副总 



招聘人数：5 

薪资待遇：10000+ 

学历要求：研究生 

专业要求：机械设计专业 

联系方式：18765156088 

 

25、用人单位：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田雷沃重工）是一家以大型

产业装备为主导业务，以工程机械、农业装备、车辆三大业务为主体，拥有员工

近万人的大型股份制企业，总资产 40 亿元。2007 年销售收入实现 95 亿元，跨

入“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200强”行列，公司主导产品被评为“中

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和商务部评选的“最具市场竞

争力品牌”称号。福田雷沃重工十分注重产品质量，企业通过了 ISO9001质量体

系认证，并通过了欧盟和美国的 EC、EPA 等质量认证，产品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

可。 

工作地点：潍坊市坊子区 

岗位名称：机械设计、电控设计、液压设计 

招聘人数：60 

薪资待遇：本科 8000*13，硕士 9000*13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专业要求：机械类相关专业、自动化、仪器、电气类相关专业、机械相关专业，

对流体传动有一定的了解 

联系方式：朱秀轩 15762697781 

 

26、用人单位：山东美林卫浴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美林卫浴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8 月份成为台湾成霖集团控股的独

资公司, 主要生产座便器、洗面器、蹲便器、小便器等高档卫生陶瓷产品，前身

为山东潍坊建筑陶瓷厂。公司总投资 4 亿元人民币，总占地面积 1平方公里，建

筑面积 25万平方米，员工 2000余人。美林卫浴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及陶瓷产品



品质的提升，利用成霖集团强大的欧美市场网络，使公司的产品行销世界；生产

装备不断改良及生产工艺不断完善，自成立以来美林卫浴投巨资扩建了多条先进

的窑炉生产线，应用澳大利亚的进口窑炉，使产品工艺性能和外观质量大幅提高，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工作地点：潍坊市坊子区 

岗位名称：工艺工程师、产品工程师、配方工程师 

招聘人数：6 

薪资待遇：薪资 4000-7000元（工艺工程师）；双休、缴纳五险、带薪年假、公

费旅游、年中调薪（产品工程师）；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理工科类专业、陶瓷或无机非金属专业、化工类专业 

联系方式：秦维佳 0536-7636611    

 

27、用人单位：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6 年 4 月，占地面积 33200

平方米。公司始终以“智慧创新，成就未来”的经营理念，不断推进公司的健康

发展。公司专业从事各类线缆组件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分为以下

几类： 

1. 汽车线缆组件，广泛使用在多媒体、安全系统、影像系统、尾气净化等相关

领域； 

2. 智能电子线缆组件：主要用于数码产品、安防监控、虚拟现实、智能穿戴等

领域。 

3. 同时公司拓展了智能马桶盖业务，整合组建了从研发到销售及安装的高素质

团队，以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全面开拓国内外市场，倡导健康生活新理念。 

工作地点：潍坊市坊子区 

岗位名称：应届本科毕业生、研发工程师、工程工程师、英语翻译 

招聘人数：16 

薪资待遇：3000+（应届本科毕业生）；其他面议 

专业要求：机械设计及自动化；车辆工程等理工科；英语专业毕业，6及以上 



联系方式：0536-7523272 

 

28、用人单位：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655）是专业的电声元器件

及电声组件制造商、服务商和电声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 

     公司始创于 2001 年，并于 2012 年 A 股成功上市，专注于电声元器件产品

的研发和制造，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电声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

包括微型麦克风、微型扬声器/受话器及其阵列模组，广泛应用于移动通讯设备

及其周边产品、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视、个人数码产品、汽车电子等消费类电子

产品领域，公司服务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在内的全球顶尖客户，包括华

为、OPPO、VIVO、SONY、联想、三星、西门子、惠普、戴尔、卡西欧、小米等国

际一流厂商。   

工作地点：潍坊市坊子区 

岗位名称：材料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招聘人数：10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 

硕士及以上，材料相关专业（材料工程师） 

大专及以上，自动化相关专业（设备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机械相关专业（机械工程师） 

联系方式：0536-2283007；0536-2283666  

 

29、用人单位：山东天元盈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天元盈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位于山东省潍

坊市寒亭区，是一家集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食品检测、环境检测、放射卫生检

测与评价、安全标准化评审、化妆品检测、肥料检测、职业健康检查、技术培训

等为一体的第三方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机构。 

    公司现有员工 200余人，检验检测评价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80%；拥有现代办



公及检测环境 8000 余平方米，各种大型检验检测仪器 400 余台套，高精尖检验

仪器均为美国安捷伦、PE、赛默飞世尔等进口品牌。先后获得了“潍坊市市级重

点实验室”、“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重点现代服务型企业”、“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A级单位”、“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潍坊市理论宣教基地”等众多荣誉。 

    公司成立以来积极与各类政府机构、高校院所、知名企业进行科研合作，先

后被授予美国安捷伦公司合作共建实验室、潍坊市高新区环保局检测技术实训基

地、潍坊医学院教学实习基地、潍坊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工作站及校外实习基地、

石家庄职业病防治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战略合作伙伴、

山东省地矿四院战略合作伙伴等。 

工作地点：寒亭区 

岗位名称：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化验员、销售工程师、现场检测员 

招聘人数：20 

薪资待遇：面议（实验室主任）、基本工资+奖金，3500+（实验室化验员）、基

本工资+提成，4000+（销售工程师）、基本工资+奖金，3500+（现场检测员） 

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综合性第三方检测实验室三年以上

管理经验，实验室检测 8年以上经验。（实验室主任） 

本科及以上学历，检验、食品、环境、化工、生物等相关专业，熟练规范操作实

验室理化试验，熟练使用大型检测仪器设备，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实验室化验员） 

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驾照，能适应短期出差；食品、环

境、化工、生物、安全、放射、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销售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学历，检验、食品、环境、化工、生物、安全、放射、核、预防医学

等相关专业，有环境、放射卫生、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食品检测等工作经验，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驾照。（现场检测员） 

联系方式：于春青 18853667996；0536-3086667 

 

30、用人单位：山东圆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圆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地址在潍坊市寒亭

区幸福路 567号，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建设工程机械（不含国家规定的专项审批



项目），产品畅销全国 30多个省、市、自治区。2006年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国

际贸易区域覆盖俄罗斯、中东、西非、中亚以及北欧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实行规范化管理，重质量、讲信誉，构建品牌优势。通过了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三体系认证。“圆友”商标被

山东省工商局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圆友牌混凝土搅拌站”被山东省质

量监督局认定为“山东省名牌产品”；并分别被市国税局授予 A级企业，省农行

授予“AAA”级企业。是山东省科技厅批准的第一批“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多次被评为“消费者满意单位”、

“诚信民营企业”等荣誉称号。  

工作地点：寒亭区 

岗位名称：市场营销、会计 

招聘人数：7 

薪资待遇：面议 

专业要求：国际贸易专业、会计、财务管理专业 

联系方式：董玉挺 15621661571 

 

31、用人单位：潍坊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市三建集团建于 1965 年，主要有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新型

建材生产、资金管理四大支柱产业，兼营市政工程、建设工程检测、建材科技、

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园林工程、国际国内旅游等多项产业，荣获全国优秀施工

企业、全国 AAA 级立信单位、共青团中央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山东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山东省抗灾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富民兴鲁劳动奖状、低碳山东行

业领军单位、山东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潍坊市建筑业十强企业、潍坊市房地产

开发综合实力十强企业、潍坊市财税贡献 50 强企业、潍坊市重点企业等诸多荣

誉称号。拥有建筑施工总承包一级、房地产开发一级、市政工程施工、预拌混凝

土专业承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等多项资质证书和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工作地点：寒亭区 

岗位名称：BIM 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建材研发、实验员；土建、

安装、市政、设计、造价、资料、电气、机械工程师 ；广告设计师；财务管理；



储备管理 

招聘人数：60 

薪资待遇：转正起薪 3500-6600 元/月+奖金+学历补贴，五险一金齐全，另外还

有单身公寓、职工餐厅、员工福利分房、员工子女幼儿园、节假日福利、话费补

贴、物业补贴、职业资格补贴等。(工作经验丰富或博士及以上学历人员薪资面

议) 

学历要求：BIM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建筑设计师；（硕士及以上，建筑与土木

工程、建筑学、结构工程等相关专业） 

建材研发、实验员；（本科及以上（硕士优先），材料、化工、建筑工程等相关

专业） 

土建、安装、市政、设计、造价、资料、电气、机械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学、暖通、市政、电气、机械等相关专业） 

广告设计师；（本科及以上，平面设计、艺术设计、广告学类） 

财务管理；（本科及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 

储备管理（本科及以上，行政管理、秘书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房地产

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管理专业） 

联系方式：张洪芝 3086710 

 

32、用人单位：山东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青州市峱山经济发展区齐王路

41888 号，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前身为 1993 年在美国加州成立的美国

标准医疗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医疗防护、康复护理、保健理疗、检查耗材四

大板块，主要产品为一次性手套、轮椅、冷热敷、电极片等多种类型的护理产品，

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机构、养老护理机构、家庭日用及其他相关行业。 

    历经 25 年的蓬勃发展，英科医疗在全球已拥有十家子公司，是综合型医疗

护理产品供应商，在青州、上海、淄博、镇江、淮北、越南设立六大生产基地，

市场覆盖美、欧、日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山东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在山东省青州市成立，主要从事一次

性 PVC手套、一次性丁腈手套的生产和销售，是英科医疗重要的生产基地，建有



中国的 PVC手套和丁腈手套生产线，年产一次性手套超百亿只。 

工作地点：青州市 

岗位名称：装备、生产、研发、工艺、外销 

招聘人数：30 

薪资待遇：实习期 5000以上 

专业要求：化工、机械、材料、高分子、电气、自动化、热动、国贸、英语、小

语种、营销等 

联系方式：邢文亭 15762598511 

 

33、用人单位：山东华龙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 山东华龙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位于山东省青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华龙街 889 号，占地面积 5.8 万平方米，厂房面积 4.4 万平方

米，注册资金 5300 万元，资产总值 1.54 亿元。现有职工 120 余人。 

    公司是集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示范推广、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农机企业，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近年来致力于蔬菜等

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关键环节、关键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已研究开发

出精细化耕整地、秧苗移栽、田间管理、收获、收获后处理以及设施种植和养殖

的温控机械装备，共计 5大种类、十几个系列、几十个品种。在经济作物全程机

械化各个环节机械的研发、生产、推广使用走在了同行业的前面，栽植机械、烟

草种植机械的研发生产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产品销售到山东、河北、内

蒙、新疆、云贵川、东北等地，受到农民欢迎。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注重加强产学研合作，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

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贵州山地农机

所等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近年来，承担和参与了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研发

计划，2016、2017 年、2018年度山东省农业装备创新研发计划等项目 12项，以

及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山东农机院、贵州山地农机研究所、

江苏大学联合研发自主立项项目 8 个。研发、试制新产品 21 个，取得国家专利

21项。通过研发创新，公司积累了丰富的蔬菜机械装备技术研发、生产经验，储

备了一定的蔬菜精整地、播种、秧苗移栽、收获机械技术，具有较强的研发优势。 



工作地点：青州市 

岗位名称：智能控制技术；机电液一体化设计；机械设计 

招聘人数：5 

薪资待遇：待定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联系方式：李广华 13606466812；宫来胜 15153364870 

 

34、用人单位：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汽车厂 

单位介绍：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汽车厂是北汽福田汽车集团时代

事业部驻地，隶属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责福田

汽车核心优势商用车业务，累计产销汽车 521 万台，年产销汽车 25 万台，年销

售收入超过 150 亿元，定位于卡车、工程车、微车全系列发展，拥有行业领先的

研发、采购、制造、营销等优势资源，销服网络遍布全国，产销量持续引领目标

市场。 

    目前公司发布了以“新时代、新蓝图、新征程”为主题的新时代业务发展战

略，坚持自主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实施精品工程，品牌形象、内涵全新升级，

到 2023 年实现 50 万台年销量，基于业务发展需求，加大人才开发力度，搭建有

活力的人才梯队，共享时代发展机遇成果。 

工作地点：诸城 

岗位名称：汽车研发工程师、营销经理 

招聘人数：50 

薪资待遇：年薪 10万起；优秀人才待遇从优；提供周转房/租房补贴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车辆类、机械类、电气类及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李海芳 15763666887 

 

35、用人单位：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年，现有员工 6100 余人，总资产 80

亿元，是一家集生猪养殖、饲料加工、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生物保健品加工、



粮油生产、物流贸易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以大食品、大农业、大健

康为主业，在全国先后建设了山东、北京、陕西、吉林四大生产基地，建立了“从

牧场到餐桌”完整的产业链条。 

    公司建立良好的科研平台，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猪肉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国家认可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四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一室一站两中心），科研人员 348人，外聘高级专业人才 25

人，“十三五”期间，在研项目国家级课题 3项，省级课题 5项，拥有发明专利

11 项。近三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国

家质量兴检三等奖 1项，国家发明创业成果二等奖一项，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2项。 

工作地点：北京、诸城 

岗位名称：食品研发 

招聘人数：3-5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食品与生物类及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郑乾坤 13863675996 

 

36、用人单位：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用户提供智慧系统整

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下设两个事业部：机器人与智能焊装事业部、智能

装备事业部，专业从事基于机器人和物联网技术的高端智能装备系统的研发、制

造、销售和智慧运维等服务；下设全资子公司：中汽迈赫（天津）工程设计研究

院，专业为用户提供智慧工厂和智慧建筑的工艺规划、建筑规划、智能装备系统

设计及智能化整体设计方案等服务。 

    公司目前拥有 2 名美国业内知名博士、2 名国内甲级设计院院长、4 名国内

知名大学博士、50 余名硕士、400 余名本科生。公司拥有 8000 ㎡的机器人智能

化实验室。公司已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2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0 余项，并先后获

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工业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山东百年品

牌重点培育企业、山东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荣誉称号。 

工作地点：诸城、潍坊市区、济南、青岛 

岗位名称：机器人研发、仿真工程师、机械设计师、电气自动化设计师、物联网

软硬件、前后端开发、建筑设计师 

招聘人数：45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联系方式：马洪富 13508961598 

 

37、用人单位：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高密市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专业

从事劳动防护手套研发、生产、销售的知名企业，劳保手套行业的领导品牌。 

公司始建于 1992 年，现占地 600余亩,拥有员工 3500余人,各种类型浸胶生产线

130余条，日产防护手套 300余万双。公司集纺纱、织布、手套芯织造和浸渍作

业于一体，形成了立体的生产管理、质量监督、销售服务等科学的运作体系，生

产各种材质、各种规格的天然乳胶、丁腈胶乳、PU 树脂、PVC 胶乳等浸渍手套，

防切割、耐高温、防震、防撞等特种防护手套，以及纱线手套、多用途丁腈手套

等 200多个品种。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欧盟 CE认

证，为“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安全健康防护用品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公司主导

制定的“织物浸渍胶乳防护手套”国家标准已正式由国标委颁布实施。 

星宇以其卓越的品质、实惠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广受赞誉，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韩国、东南亚、中东等 30多

个国家和地区。 

工作地点：高密 

岗位名称：专业技术岗、研发员；普通管理岗、跟单员；普通管理岗、班长；普

通管理岗、质检； 

招聘人数：50 



薪资待遇：3200+（专业技术岗、研发员）、3000+（普通管理岗、跟单员）、4000-

5500（普通管理岗、班长）、3000-4500（普通管理岗、质检） 

学历要求： 

专业技术岗、研发员（本科及以上学历） 

普通管理岗、跟单员（大专以上学历） 

普通管理岗、班长（初中以上学历） 

普通管理岗、质检（大专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 

专业技术岗、研发员（化工、高分子材料等相关专业） 

普通管理岗、跟单员（英语、跨境电商、商务英语、日语等专业） 

普通管理岗、班长（八小时工作制，有一定管理能力） 

联系方式：李凯杰 13792690522 

 

38、用人单位：高密市学思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高密市学思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旗下主要代理艾

格瑞特机器人品牌运营。艾克瑞特（I Create）机器人教育创立于 2007年，是

发源于山东，经教育局注册的教学水平评估 AAAA 级专业从事机器人科技教育与

创客教育的全国连锁教育机构，目前已有 11 年办学经验，全国有 70 余家校区，

3 至 18 岁在校学生 3 万余人，课程涵盖乐高幼儿大颗粒系列课程、乐高少儿机

械结构系列课程、乐高 WEDO编程、乐高 EV3编程、3D打印、ARDUINO开源硬件、

SCRATCH幼儿和少儿互动创意编程系列课程、PYTHON人工智能课程等丰富的课程

体系，艾克瑞特具有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研发中心设计的 SCRATCH 编程机器人、

3D 打印开源硬件学习套装、PYTHON 人工智能编程工作站受到孩子和家长广泛认

可，并被多个教育局和公立学校引进编程或信息技术课堂，艾克瑞特是中国较早

一批利用乐高器材从事机器人科技教育的培训机构，特别重视教研工作，致公党

山东省委员会海外联络实践基地、山东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山东省机器人研究会理事单位、山东省科技场馆协会理事单位、山东省科普创作

协会理事单位、山东省机器人竞赛优秀组织单位。艾克瑞特机器人教育带领孩子

们赴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机器人大赛百余场，曾获机器人世界杯冠军和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大赛冠军，多名学员被达特毛斯学院、加州伯克

利分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大少年班等中外名校录取。 

工作地点：高密 

岗位名称：培训师 

招聘人数：5 

薪资待遇：4000 

学历要求：大专 

联系方式：赵修斌 18396808001 

 

39、用人单位：海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海宇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生产流行时尚、行业制式、户外休闲和职

业防护鞋的大型鞋业集团公司；公司位于“中国鞋业生产基地 山东﹒高密”。

占地面积 300 亩，注册资金 1 亿元；拥有 10 条国际一流的固特异、胶粘、聚氨

酯双密度注塑生产线，年产各式皮鞋 500 余万双，拥有员工 2300多人。 

  海宇股份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海宇品

牌是“中国驰名商标”；海宇股份先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部

等多个“国家部委”职业装定点生产供应商；中国民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国铁路总公司、南方电网等大型央企职业鞋及防护鞋核心供应商；诸多国际著

名品牌战略合作企业。 

  公司拥有国际著名设计师领衔的优秀设计研发团队，拥有最先进的“鞋业设

计开发软件”和“开版系统”，拥有从意大利引进的“足部三围数据”采集设备，

种种现代科技的背后，无不体现着海宇“科技改变生活，健康始于足下”历史使

命。 

  公司投巨资筹建的 “SATRA”国际 A 级检测中心，是长江北唯一经过英国

SATRA机构认证、并具有第三方检测资质的检测中心；具备了各种鞋用材料及成

鞋多项性能指标、全方位检测的专业设备和检测能力。 

工作地点：高密 

岗位名称：制帮工 

招聘人数：50 



薪资待遇：面议 

联系方式：0536-5826906 

 

40、用人单位：山东晨鸣集团 

单位介绍：晨鸣集团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世界纸业 10 强，中国企业 500 强。

成立于 1958年，历经 60多年创新发展，现已成为以制浆、造纸为主的现代化大

型综合企业集团。目前在山东、广东、湖北、江西、吉林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

总资产 1100多亿元，年浆纸产能 1100 多万吨。 

    晨鸣集团是一家拥有 A、B、H三种股票上市公司，是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企业、

中国十佳明星企业，被评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 50 家蓝筹公司之一，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轻工业全国十佳企业、中国企业管理

杰出贡献奖、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200 余项，经济效益主要指标连续 20 多年在

全国同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工作地点：寿光市 

岗位名称：财务管理岗、国际贸易岗、信息管理岗、保管员 

招聘人数：20 

薪资待遇：3500-4500元/月（财务管理岗）、7000-8000元/月（国际贸易岗）、

3500-5000 元/月（信息管理岗）、3000-4000元/月（保管员） 

学历要求： 

财务管理岗（本科学历） 

国际贸易岗（985、211类院校优先，本科及以上学历） 

信息管理岗（本科及以上学历） 

保管员（大专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 

财务管理岗（会计学、财务管理等） 

国际贸易岗（国际经济与贸易） 

信息管理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 

保管员（不限专业） 

联系方式：吴新宇 18266606650/0536-2156177 



41、用人单位：山东联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联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蔬菜之乡——寿光，自 1970

年建厂以来逐步发展成一家集煤化工、石油化工、生物化工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

化工生产企业，是中国化工百强、中国企业千强、全国肥料制造业十佳企业之一。

公司注册资本 45579 万元，现有在岗员工 7000 余人。下辖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寿光市联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山东联盟磷复

肥有限公司、山东联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寿光市新丰淀粉有限公司六个生产企

业和山东联盟燃料有限公司、山东联盟物流有限公司、山东联盟置业有限公司、

联盟销售公司和山东联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五个经营性公司。主要产品为：合成

氨、尿素、复合肥、甲醇、硫酸、葡萄糖、维生素 C 、甘露醇 、山梨醇、玉米

淀粉。产品注册商标“联盟”、“占峰”，均为山东省著名商标。联盟牌尿素、

复合肥产品是山东名牌产品，其中联盟牌是中国驰名商标。企业先后通过了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尿素产品的认证。 

工作地点：寿光市 

岗位名称：管理技术、研发 

招聘人数：50 

薪资待遇：5500-6500起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 

专业要求：化工、生物、机械类 

联系方式：13780825818 张学祯 

 

42、用人单位：鲁丽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 鲁丽集团是首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

山东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列入山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是“中国民营企

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山东省百强企业”。“鲁丽”、“金

鲁丽”商标先后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鲁丽集团作为中国木制品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参与了《胶合板》、《人造板

甲醛释放限量》等二十多项国际、国家标准的起草和制定，同德国迪芬巴赫公司

联合研发的可饰面定向结构板，获得了第一届中国木材和木制品行业专利奖金奖。



通过了国家环保体系认证、ISO9001、ISO14001 国际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美国 CARB认证、欧盟 CE认证、FSC/COC 森林管理体系

认证等，绿色环保板材远销欧美、日韩、中东、非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工作地点：寿光市 

岗位名称：电气自动化、检验员、冶金研发、数控操作、设备管理员、市场开发、

文职人员 

招聘人数：87 

薪资待遇：5000-8000（电气自动化）、4000-7000（检验员）、面议（冶金研发）、

4000-8000（数控操作）、4000-8000（设备管理员）、面议（市场开发）、4000-

6000（文职人员）、 

学历要求：冶金类博士；其他无 

专业要求： 

电气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检验员（理工类专业） 

冶金研发（冶金类博士） 

数控操作（数控相关专业） 

设备管理员（机械类专业） 

市场开发（市场营销、国际贸易专业） 

文职人员（管理类专业） 

联系方式：宋 13869646118 

 

43、用人单位：安丘市圣川饮品有限公司技术 

单位介绍：圣川饮品公司是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占地 6600

多平米，拥有基地五百余亩，设备先进，技术娴熟，产品优良 并拥有自己的种

植基地，是山东地区最大的牛蒡生产加工基地，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要做就

要做到最好、产品质量就是企业命脉的理念，把消费者的健康放在首位， 邀请

北京等地的专家教授制定企业标准，产品分保鲜出口和深加工两块，生产的产品

深受消费者欢迎，连续九年被评为“好客山东十佳品牌”银奖和“到潍坊不得不

买的三十种商品”之一还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深圳、青岛等



全国二十几个城市及台湾地区。公司还与山东大学资深教授共同对牛蒡深加工进

行研究、与青岛医科大学“防衰老协会”联手创建了牛蒡茶研发种植基地，成为

进驻“青岛同仁堂”唯一的牛蒡产品。 

工作地点：安丘市 

招聘人数：2 

薪资待遇：5000-10000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联系方式：王明艳 15066361388 

 

44、用人单位：潍坊和甫养老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无 

工作地点：安丘市 

岗位名称：智慧智能养老 

招聘人数：2-3 

薪资待遇：3000 加绩效工资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电脑网络科技人才 

联系方式：18763619797 

 

45、用人单位：潍坊富邦药业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潍坊富邦药业有限公司创始于 2001 年，位于山东安丘大汶河旅

游开发区，背靠国家 4A 级景区——青云山民俗游乐园，是集兽药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公司拥有一支忠诚稳定、技术精湛的研发、生

产、检测队伍，产品研发中心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外观专利 6 项；同时研发的“替罗欣”先后被评为“第 13 届中国（潍坊）现代

畜牧业博览会金奖”、“第 28 届（2013）山东畜牧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银奖”林

普宁被评为第 32 届（2017）山东畜牧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金奖，硫酸头孢喹肟注

射液被评为第 32 届（2017）山东畜牧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银奖。公司产品在市场

上处于领先水平，深受客户的青睐。 



工作地点：安丘市 

招聘人数：4-5 

薪资待遇：4000-8000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联系方式：田锡剑 18905362881 

 

46、用人单位：安丘市汇海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安丘市汇海食品有限公司是大姜、大蒜、洋葱、大葱、山药、土豆、

青椒、茄子、胡萝卜、芋头、牛蒡、大姜、大蒜、洋葱、大葱、山药、土豆、青

椒、茄子、胡萝卜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安丘市汇海食品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工作地点：安丘市 

岗位名称：运营部经理 

招聘人数：1 

薪资待遇：8000-10000另加提成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联系方式：18763611567 

 

47、用人单位：山东浩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   山东浩信集团始建于 1995 年，主要从事商用车、乘用车、工程农

业机械底盘类零部件和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现有员工 5300 余人，是国

内商用车制动鼓、轮毂产品专业研发制造基地，全球知名的缸体、缸盖制造基地，

具备年产 50 万吨的生产能力，是潍坊市工业企业五十强之一、全国铸造百强企

业之一、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中国绿色铸造企业。拥有山东省企业技术

中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和山东省汽车制动件精密铸造技术工程实验室，先后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省级文明单位” 等荣誉称号。 

工作地点：昌邑市围子工业园 

岗位名称：铸造工程师、加工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营销业务经理、管理储备干

部 



招聘人数：50 

薪资待遇：1.月薪 6000-10000+ 

2.五险一金 

3.免费工作餐 

4.免费住宿 

5.免费通勤班车 

6.节日福利 

7.公费旅游 

8.夫妻住房补贴 

9.各类团建、联谊及文娱活动 

10.工龄补贴 

11.免费体检 

12.浩信友爱互助基金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品学兼优 

专业要求： 

铸造工程师（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

料工程等相关专业） 

加工工程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产品设计、车辆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交通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等相关专业） 

电气工程师（电气工程、自动化、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 

营销业务经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以机械类和管理类专

业为主） 

管理储备干部（管理学、财务、计算机、经济学等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李成君 13562602620 

 

48、用人单位：山东汉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汉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 000739）的全资子公司，属于浙江横店集团。主要业务范围为抗生素类原料

药和医药中间体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拥有员工 880



余人，2018年销售额 11.49亿，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

开发区。公司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并推行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综合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与山

东大学、浙江大学等多家院校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共同致力于解决企业发展中

所面临的重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工作地点：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区 

岗位名称：技术研发、工程技术、安全专员、工程技术、管理储备干部、技术研

发、安全专员 

招聘人数：51 

薪资要求：月薪 7500-12000 元；五险一金、餐补免费住宿、节日福利、公费旅

游、各类团建、联谊及文娱活动、工龄补贴、免费体检、免费通勤班车、带薪休

假（技术研发、工程技术、安全专员）；月薪 4500-6000元五险一金、餐补、免

费住宿、节日福利、公费旅游、各类团建、联谊及文娱活动、工龄补贴、免费体

检、免费通勤班车、带薪休假（工程技术、管理储备干部、技术研发、安全专员） 

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技术研发、工程技术、安全专员）、本科学历（工

程技术、管理储备干部、技术研发、安全专员） 

专业要求： 

技术研发（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专业） 

工程技术（化学工程专业） 

安全专员（安全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 

工程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管理储备干部（化工相关专业、制药相关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相关专

业） 

技术研发（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专业） 

安全专员（安全工程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朱喜凤 13515366103 

 

49、用人单位：山东龙港硅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 山东龙港硅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国家备案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无机硅化物协会副会长单位、国家企业信用等级

评价 3A 级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偏硅酸钠、阻燃剂、速凝剂等 20 大类近百种产

品，年产无机硅化物产品 20万吨。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营销网络遍布全国 17 省及美国、加拿大、日韩、西欧、

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资本规模、经济效益、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

都有较高水平。现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山东省工程实验室、山东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 10 处，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40 余

项，承担省市级项目课题 9 项，省级科技成果 3 项。先后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列入“山东省重点新产品推广

目录”。 

   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先后与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

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成立博士后流动站促进人才交流培养。2018 年底公司推

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投资 5亿元倾心打造人才公寓，为企业精英人才解

决后顾之忧。 

   公司先后荣获“山东省瞪羚示范企业”、“山东省隐形冠军企业”、“山东

省精细化管理样板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称号。 

工作地点：昌邑市 

岗位名称：化工研发工程师、化工工艺工程师 

招聘人数：10 

薪资待遇：月薪 6000-15000元、五险一金、免费工作餐、免费住宿、节日福利、

公费旅游、各类团建、联谊及文娱活动、工龄补贴、免费体检 

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 

专业要求： 

化工研发工程师（高分子材料、化学工程、分析化学等化工类相关专业；精通化

工产品的研发技术，具有独立研发产品的经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工作积极主

动，优秀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化工工艺工程师（高分子材料、化学工程、分析化学等化工类相关专业；精通化

工产品的研发技术，具有独立研发产品的经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工作积极主



动，优秀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联系方式：穆学祥 15866116388 

 

50、用人单位：潍坊恒彩数码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恒彩数码影像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专业生产彩色喷

墨打印耗材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一批高素质的科研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人才/以及先进的管理软件-SAP-ERP。 自成立以来，公司发展速度迅

猛，现有厂区面积 100 亩。主营产品：防水 PP、防水珍珠画布、油画布、宣纸

布、灯箱布、帆画布及背胶和弱溶剂系列产品。 

工作地点：临朐 

岗位名称：研发工程师（化工类）、研发工程师（纺织类）、销售（内贸）、销

售（外贸） 

招聘人数：40 

薪资待遇：6000-8000（研发工程师化工类）、5000-8000（研发工程师纺织类）、

基本工资+提成（销售内贸、销售外贸） 

专业要求： 

研发工程师（化学、高分子材料等相关专业） 

研发工程师（纺织面料、染整工艺、高分子材料等相关专业；） 

销售（专业不限） 

销售（专业不限，但英语口语过硬） 

联系方式：张皓然 15069683416 

 

51、用人单位：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1000 吨液态奶冷饮复合加工项目总

投资 5亿元，占地 500余亩，并建有完善的员工宿舍、活动健身中心等日常生活

配套设施。 

公司主要生产超高温灭菌奶及雪糕、冰淇淋等系列产品。公司一期计划新增 6条

250ML 砖型包装生产线、4 条百利包生产线、5 条 250ML 枕型生产线、4 条 18 排

雪糕生产线、1条冰淇淋生产线，新建工厂为伊利集团下设的全资子公司。一期



项目形成日产 500 吨超高温灭菌奶及 140 吨冷饮雪糕、冰淇淋的生产能力。预留

扩充 400 吨/日超高温灭菌奶的产能，在原奶供应充足时再投入前处理、超高温、

灌装设备，生产纯牛奶、乳饮料或高端奶使整个工厂生产能力增至 1040 吨/日。

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87064.35 万元。 

工作地点：临朐 

岗位名称：机械工程师、食品工程师 

招聘人数：30 

薪资待遇：5000-8000 

专业要求： 

机械工程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设计、机械

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制造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技术、数控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食品工程师（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检验、微生物食品应用、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化工、化学工程与工艺类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刘来鑫（男）17753629779 

 

52、用人单位：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

品牌运营及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黄金珠宝集团公司之一。荣誉见证实力，实力

成就价值。先后荣获“2015年度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制造业十大品牌”、“全

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2015/2016 年度中国黄金珠宝销售收入十

大企业”、“2015/2016 年度中国黄金首饰加工量十大企业”、“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制造企业 500 强”、“2016/2017 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A级单位”、第七届“潍坊市市长质量奖”、“2017年潍坊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第二届“天工精制”国际珠宝首饰大奖赛银奖”等百余项荣誉称号，成为中国

黄金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宝玉石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金银珠

宝商会常务理事单位。 

工作地点：潍坊市昌乐县 

岗位名称：珠宝设计 



招聘人数：20 

薪资待遇：面议 

专业要求：珠宝设计及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刘忠峰 15763016091 

 

53、用人单位：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主板

挂牌上市。现拥有职工 4000 人，总资产 100 亿元，设有新迈纸业、华迈纸业、

盛世热电、潍坊大环再生资源、申易物流、阳光王子（寿光）特种纸等 15 个子

公司，年造纸产能 150万吨，以独特的产品定位和差异化战略，确立了在中国纸

业细分市场领域的优势地位，成为中国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管原纸

等高档包装用纸生产规模较大、装备能力较强、产品档次较高的生产基地和全球

较先进的预印产品基地，进入中国造纸 15 强、全球造纸 100 强。公司通过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建成了拥有 5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的省级技术中心，获得 50 项

自主知识产权、31项发明和实用新型国家专利，受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委托，制

定了白面牛卡纸系列产品的 7套国家标准，使阳光标准成为国家标准。为实现公

司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集团顺应国际包装发展新趋势，在建成阳光概念包装产

业园、示范工厂和全球较先进的预印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大力实施“互联网＋造

纸包装”战略，以创意设计为引领，以预印及技术创新为依托，以产业链整合和

生产流程再造为手段，构建阳光包装产业联盟，打造行业生态圈，为终端品牌用

户提供从造纸、创意设计、印刷、制箱到物流配送的一站式包装解决方案服务，

致力于打造中国包装第一品牌。 

工作地点：潍坊市昌乐县 

岗位名称：造纸工程师、设备技术员、电气技术员、安全/环保员、供应链专员、

会计、基建专员、国贸专员、人力专员、企管专员、开发工程师、业务顾问、销

售经理 

招聘人数：100 

薪资待遇：本科 5000-6000（造纸工程师）；研究生 8000-9000（设备技术员）；

五险一金（电气技术员）；免费住宿（安全/环保员）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 

造纸工程师（制浆造纸） 

设备技术员（轻化工程） 

电气技术员（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安全/环保员（电气自动化） 

供应链专员（安全工程） 

会计（环境工程） 

基建专员（物流管理） 

国贸专员（会计/财务） 

人力专员（土木工程） 

企管专员（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发工程师（英语） 

业务顾问（人力资源管理） 

销售经理（工商管理、计算机、市场营销） 

联系方式：张友宏 15253610671 

 

54、用人单位：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和

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科技领跑和创新驱动，专注于主业优化、技术升

级和资源利用，不断推进产业链延伸拓展、丰富产品结构和产品升级换代，特别

是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公司业务涵盖绿色环保溶剂系列产品、二元醇系列产品、

特种增塑剂系列产品，我们的产品专业程度高、功能性强、下游应用广泛，所服

务的行业主要包括涂料、铸造粘结剂、油墨、颜料、UV固化材料、聚氨酯、电线

电缆、革制品、PVC输送带、表面活性剂、光学眼镜树脂、个人护理、医药中间

体等。公司已建设潍坊、重庆两个研发、生产基地，并在荷兰、青岛设立子公司，

以实现对客户快速、灵活的对接和服务。 

工作地点：潍坊市昌乐县 

岗位名称：研发 



招聘人数：10 

薪资待遇：面议 

专业要求：化工化学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王萍 13780829609 

 

55、用人单位：英轩重工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英轩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总部坐落于山东潍坊，是由英轩

控股集团投资成立的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目前拥有工程机械、农业装备和润

滑油三大主体业务。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中心、功能完备的生产制造中

心，并建设了设施齐全的配套产业园。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英轩重工将始终秉承“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整合国内外高端技术人才，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快国

际化发展的步伐，坚持全球化布局战略，全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非道路机械的领

军品牌。 

工作地点：潍坊市昌乐县 

岗位名称：机械、营销、管理 

招聘人数：40 

薪资待遇：面议 

专业要求： 

机械（机械类专业） 

营销（营销、国贸类专业） 

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等） 

联系方式：王芳 18365616701 

 

56、用人单位：潍坊英轩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英轩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柠檬酸系列产品和酒精系列产

品的大型企业。英轩实业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授予“中

国柠檬酸特色产业基地核心企业”荣誉称号，被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评为“企

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公司是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



国酒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五矿化

工进出口商会柠檬酸分会副理事长单位，是中国轻工业发酵行业十强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ISO22000、

FSSC22000、OHSAS18001、BRC、GMP、KOSHER、HALAL、FAMI-QS等体系认证以及

Non-GMO IP 验证。公司专注于柠檬酸和酒精的生产经营，生产装备、工艺技术、

质量品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轩注重科技创新，整合生物领域优势资源，建设

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

台，并配置世界先进的研发设备，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工作地点：潍坊市昌乐县 

岗位名称：工程师、财会、管理 

薪资待遇：面议 

专业要求： 

工程师（生物工程） 

财会（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相关专业） 

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高洪玉 13070720782 

 

57、用人单位：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柴创建于 1946年，全球拥有员工 8万人，2018 年收入超过 2300亿

元，名列中国企业 500强第 87位，中国制造业 500强第 27位，中国机械工业百

强企业第 2位。 

潍柴是一家跨领域、跨行业经营的国际化公司，在全球拥有动力系统、商用车、

工程机械、智能物流、豪华游艇、金融与服务六大业务板块，分子公司遍及欧洲、

北美、亚洲等地区，产品远销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拥有 7 家上市公司、9

支股票。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自主创新典型企

业”“国家创新型企业”“中国质量奖”“中国商标金奖•商标创新奖”“中国

工业大奖”“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全国质量奖”等荣誉称号，潍柴动力“重

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 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工作地点：潍坊高新区 



岗位名称：发动机研发制造岗、新能源动力系统研发制造岗、车联网研发制造岗、

电控（ECU）研发制造岗、智能制造岗、营销岗 

招聘人数：60 

潍柴动力：8000-15000 

专业要求： 

发动机研发制造岗（内燃机、测控、电气自动化、车辆工程、机械、机电、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2020 年国内高校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2019 年 1 月 1 日-

2020年 6月 30日于海外高校毕业的留学生；身心健康、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

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熟练应用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 

新能源动力系统研发制造岗（电机、电传动、自动化、机械、车辆工程等相关专

业；2020 年国内高校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日于海外高校毕业的留学生；身心健康、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熟练应用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 

车联网研发制造岗（计算机、通信工程、数学、车辆工程等相关专业；2020年国

内高校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于海外高

校毕业的留学生；身心健康、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合作

精神；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熟练应用 office系列办公软件） 

电控（ECU）研发制造岗（控制、自动化、电子、车辆工程、内燃机等相关专业；

2、2020年国内高校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2019年 1月 1日-2020年 6月 30

日于海外高校毕业的留学生；身心健康、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及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熟练应用 office 系列办公软件） 

智能制造岗（机械、材料、内燃机、机电、车辆工程、计算机、测量仪器等相关

专业；2020 年国内高校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于海外高校毕业的留学生；身心健康、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熟练应用 office 系列办公

软件） 

营销岗（有志于从事营销事业的工科类、营销类、贸易类、小语种类专业；2020

年国内高校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于海



外高校毕业的留学生；身心健康、有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

合作精神；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熟练应用 office系列办公软件） 

联系方式：王国伟 0536-2297057；15628755688 

 

58、用人单位：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山东省潍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

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拥有国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公司设有盛瑞自动变速器版块、盛瑞柴油机零部件版块、

盛瑞国际贸易版块、盛瑞新能源电驱动版块。公司主要从事汽车自动变速器、柴

油机零部件的研发制造。 

公司完全掌握了自动变速器正向研发能力，形成了从概念设计，到仿真分析、硬

件设计、软件开发及匹配标定，再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具备了国际前沿自

动变速器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自主研发的世界首款前置前驱 8 挡自动变速器

（8AT）填补了国内空白，已批量投放市场，形成了年产 60 万台的生产能力,荣

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目前，已升级为三代产品，形成了前置

前驱 8AT、混动 8HT、高效紧凑 8AT、纵置后驱 8AT、纵置混动 8HT等系列化产品

平台，已发展成国内领先的汽车自动变速器研发智造基地。 

工作地点：潍坊高新区 

岗位名称：机械工程师、液压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标定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质量工程师 

招聘人数：30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 

机械工程师（机械等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水平；熟练使用 Office、CAD、PRO-

E等相关绘图软件；有机械行业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液压工程师（机械、液压或流体等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水平；熟练使用 Office、

CAD、PRO-E、SimulationX 等相关绘图\仿真软件；） 



工艺工程师（机械等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水平；熟练使用 Office、CAD、PRO-

E、Solidworks 等相关绘图软件；有机械行业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标定工程师（车辆、控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水平；有整车控制

相关经验优先；能够适应长期出差，有驾照，且会开车） 

软件工程师（机械等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水平；汽车软件电控专业方面；熟

悉变速器、发动机等传动系统） 

质量工程师（金属材料类等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水平；熟练使用 Office、

CAD等相关绘图软件） 

联系方式：申淑菲 15165610008 

 

59、用人单位：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位于潍坊市高新区,是一家从

事磁悬浮技术和高端凿岩装备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

军、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山东省隐形冠军企业、山东省百项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单位，是国家科技

部、发改委、工信部及海洋与渔业局等重点项目支持单位，公司拥有山东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工程实验室、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海洋工程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机械研发中心五大省级创新平台。 

公司主要产品有凿岩机、液压破碎锤、高风压冲击器及钻头钻杆、磁悬浮鼓风机

等四大类。 

工作地点：潍坊高新区 

岗位名称：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机研发工程师、气动工程师、电磁设计工程师、

自动化工程师 

招聘人数：8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机械设计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 

电机研发工程师（硕士及以上学历；） 

气动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 

电磁设计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 



自动化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 

机械设计工程师（机械相关专业；熟悉机械设计理论，有相关项目经验优先） 

电机研发工程师（机械及电气相关专业；熟悉电机设计方向） 

气动工程师（熟悉气动理论、流体力学、有限元仿真） 

电磁设计工程师（熟悉磁路仿真、电机各性能参数仿真） 

自动化工程师（自动化、电气工程相关专业；熟悉嵌入式开发） 

联系方式：江培春 15269663189 

 

60、用人单位：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2008 年 5 月在深交所上市，

是全球布局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主要从事声光电精密零组件及精密结构件、智能

整机、高端装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目前已在多个领域建立了综合竞争力。 

秉持一站式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的理念，歌尔深耕产业价值链上下游，已与

消费电子领域的国际知名客户达成稳定、紧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从上游精

密元器件、模组，到下游的智能硬件，从模具、注塑、表面处理，到高精度自动

线的自主设计与制造，歌尔打造了在价值链高度垂直整合的精密加工与智能制造

的平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歌尔研发布局全球，在美国、日本、韩国、丹麦、北京、青岛、深圳、上海、南

京、台湾等地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以声光电为主要技术方向，通过集成跨领域

技术提供系统化整体解决方案。  

工作地点：潍坊高新区 

岗位名称：硬件开发、算法开发、软件开发、电气开发、机械开发、工艺研发 

招聘人数：若干 

薪资待遇：年薪 10万-18万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 

硬件开发（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 

算法开发（计算机、数学类相关专业） 



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类相关专业） 

电气开发（电气类相关专业） 

机械开发（机械类相关专业） 

工艺研发（通讯、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 

联系方式：武高阳 15689198203 

 

61、用人单位：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 2005 年 6 月，面向全球客户

提供植物保护产品和服务，植物保护产品出口额已连续七年排名全国前三位，是

国家定点的农药生产企业。先后获得“中国化工企业经济效益 500强企业”、“农

药制造行业效益十佳企业”、“中国农药出口额 30强”、“中国农药制造业 100

强企业”、“中国农药创新贡献奖”等各类荣誉称号。 

公司分布全球的四处制造基地，具备多种植物保护产品的原药合成与制剂加工能

力，涵盖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等，公司管理规范，安全环保设施配套齐全，

生产装备精良，检测仪器先进，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GB/T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清洁生产审核级绩效认证、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认证。 

工作地点：滨海区 

岗位名称：登记、采购、商务、人力资源、会计、技术研发、技术员、生产管理、

仓管员等 

招聘人数：30 

薪资待遇：面议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联系方式：郝明青 18765624031 

 

62、用人单位：山东普洛得邦医药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山东普洛得邦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注册资本

9000万元，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新兴、临港工业园

两个厂区，目前在职职工 560人。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 ISO9001国



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质量体系认证以及 OHSAS18000 认证。 是省高

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抗病毒、病菌药物中间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

球最大的头孢克肟、头孢地尼中间体生产企业。公司注重科技创新，拥有省企业

技术中心、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研发平台和潍坊市企业技术中心、潍坊市工程

技术中心、潍坊市头孢类药物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潍坊市“一企一技术”研

究中心，配备价值 1000 多万元的国内外先进的研发设备。有员工 560 人，具有

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78 人，其中博士 4 人，硕士研究生 16 人。研发投入年超

2000万元，2019 年“7-AVNA”产品获潍坊市隐形冠军，获批鸢都产业领军人才。

近三年研发创新项目 33项，承担省市重点科技创新项目 12项。申请专利 30项，

其中授权专利 29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制定企业产品标准 6 项，“第三代头

孢菌素重要中间体绿色合成新技术”等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鉴定 2项科技

成果技术水平国际先进。通过了质量、环保、职业健康、能源管理和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和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 

工作地点：滨海区 

岗位名称：技术研发；质量 QA/QC、安全环保专员；工程自动化、电仪岗 

招聘人数：30 

薪资待遇：本科年薪约 6万（技术研发）；硕士年薪约 9万（质量 QA/QC，安全

环保专员）；博士年薪约（工程自动化、电仪岗） 

学历要求：本科、硕士、博士 

专业要求：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应用化学、制药工程、安全/环保工程类、

电气工程/自动化/机电类专业 

联系方式：祝晓楠 13792699239 

 

63、用人单位：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 

单位介绍：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是山东省唯一专业从事海洋化工研究开

发的专业科研机构，隶属于潍坊市人民政府，系正处级事业单位。山东省海洋化

工科学研究院是《山东蓝色半岛经济区战略规划》和《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

案》重点支持建设的国家级应用研发平台之一，山东省海洋化工及石化盐化一体



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化工产业联盟和荷电膜创新

战略联盟秘书长单位，潍坊市工业技术研究会会长单位。      院现有省海洋

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省阻燃剂研发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荷电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溴系特种阻燃材料工程实验室和山东省盐及盐化工监督检验站、

潍坊海洋化工企业服务中心等 9处研发和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主持承担完成省

部级及以上科技创新项目 20余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26项，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 50 项。随着应用技术研发能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产业技术服务规模

的不断扩大，目前正在着力国家级平台搭建、海洋技术专业团队建设和一批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研发等工作。 

工作地点：滨海区 

岗位名称：课题负责人、技术研发、仪器分析 

招聘人数：27 

薪资待遇：课题负责人（实行年薪或协议工资，博士入事业编制。自带项目的博

士或高级研发人员，一事一议）；应届本科生 7-8 万/年，应届研究生 10-11 万

/年（技术研发）；约 10万/年（仪器分析） 

学历要求： 

课题负责人(博士研究生或有相关经验且业绩优秀的硕士研究生) 

技术研发(本科 6 名，研究生 12名) 

仪器分析(研究生学历) 

专业要求： 

课题负责人(有机合成/化工/化学/高分子材料/海洋化学/生物制药等相关专业) 

技术研发(有机合成/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高分子材料/海洋化学/环境工程/制

药工程等专业) 

仪器分析(分析化学/仪器管理/应用化学等专业 ) 

联系方式：李倩云 18763605858 

 

64、用人单位：潍坊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介绍：潍坊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2011 年 05月 25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开

发及制造汽车用发动机零部件；汽车用发电机、起动机、电动机、控制器的开发、



制造及售后服务；销售：新能源汽车部件、零配件和机械设备及零件、机电设备、

电器产品及其配件、汽车零配件并提供上述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国

家允许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自有房屋租赁（不含金融服务）；餐饮服务（以

上经营范围需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工作地点：保税区 

岗位名称：质量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研发工程师 

招聘人数：9 

薪资待遇：技术评级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联系方式：刘女士 13311053592/7522912 

 

65、用人单位：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单位介绍：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是山东省唯一的国办畜牧兽医类普通高等学校，

坐落在美丽的世界风筝都——潍坊市中心，与市委市政府和人民广场毗邻，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学院始建于 1955 年，办学底蕴深厚，是国家示范性

骨干高职院校、山东省首批优质高职建设院校、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现面向全国 30个省份招生，在校生 12000 余人。设有动物科技系、动物医学系、

宠物科技系、食品与药品科技系、经济贸易系、农牧工程与智能化系、基础教学

部等六系一部。动物医学、饲料与动物营养、食品加工技术、药品生产技术等 4

个专业举办“3+2”专本科贯通分段培养班。 

工作地点：潍坊市区 

岗位名称：教师岗 

招聘人数：19 

薪资待遇：标准待遇 

学历要求：博士研究生 

专业要求：食品类；物流类；人工智能制造类；会计、金融类；计算机类；药学；

水产类；兽医学；畜牧学；电子商务类；机械制造类；控制工程类 

联系方式：孙宁宁 0536-3086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