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专场招聘会 岗位信息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性别 薪资范围（税前） 学历 年龄

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支持专员 1 不限 8万起 大专 不限

凯迪拉克区域市场专员（二
区） 

1 男 8万起 大专 不限

后台运营助理 1 不限 8万起 大专 不限

产品配置表专员 1 不限 8万起 大专 不限

安全管理员 1 不限 8万起 大专 不限

零部件产能规划分析专员 2 不限 8万起 大专 不限

2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发酵技术员 2 不限 月薪6-9K，13薪 大专 不限

制剂技术员 2 不限 月薪6-9K，13薪 大专 不限

纯化技术员 2 不限 月薪6-9K，13薪 大专 不限

车间清洁辅助工 2 女
基本工资2590/月，每

月奖金、加班费另计
不限 不限

QC微生物检验 2 不限 月薪6-12K，13薪 大专 不限

QC生化检验 2 不限 月薪6-12K，13薪 本科 不限

生物活性研究员 2 不限 月薪8-16K，15薪 本科 不限

制剂研究员 1 不限 月薪8-16K，15薪 本科 不限

发酵研究员 1 不限 月薪8-16K，15薪 本科 不限

现场QA（原液/物料） 2 不限 月薪6-9K，13薪 大专 不限



2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维修工程师 2 不限 月薪6-9K，13薪 大专 不限

疫苗商务文员 1 不限 月薪6-8K，13薪 大专 不限

3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

公司

见习工程师 10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或以上学历 应届生

见习工程师 10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或以上学历 应届生

见习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硕士研究生或以上

学历
应届生

见习工程师 9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或以上学历 应届生

管理技术培训生 10 不限 年薪10万起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
应届生

4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QC检验员 2 不限 年薪9万起 大专 不限

QA专员 2 不限 年薪9万起 大专 不限

研发专员 2 不限 年薪9万起 大专 不限

设备维护员 2 不限 年薪8万起 大专 不限

生产主管 1 不限 年薪12万起 本科 不限

储运部经理 1 不限 年薪12万起 本科 不限

制药操作工 2 不限 年薪8万起 大专 不限

5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后厨保洁 2 女 3500-5000/月 不限 不限

体系管理员 1 不限 10000-15000/月 本科 不限

档案管理员 1 不限 8000-10000/月 大专 不限

水土保持助理工程师 1 不限
10-15
W/年

本科 不限



5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总工办助理 1 不限 10000-15000/月 本科 不限

服务员 1 女 4000-6000/月 本科 不限

物探
技术员

若干 男
10-15
W/年

大专 不限

基坑监测技术员 若干 男
6-10
W/年

不限 不限

6 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5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解决方案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Java开发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UNITY开发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流媒体开发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运维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VR后期制作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编辑文案 3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运营策划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渠道拓展 2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商务经理 2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35岁以下

7
中投视讯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

司

内审主管 1 不限 9000-12000/月 本科 35岁以下

AE客户经理 1 不限 10000-20000/月 本科 不限

策划 1 不限 8000-10000/月 本科 不限



8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装配工 20 不限 5000～7000元 不限 40岁以下

叉车工 10 不限 5000～7000元 不限 40岁以下

质检员 5 不限 5000～7000元 大专 35岁以下

生产实习生 10 不限 3200元
职校/技校/中专/大

专
18岁以上

物流实习生 5 不限 3200元
职校/技校/中专/大

专
18岁以上

质量实习生 5 不限 3200元
职校/技校/中专/大

专
18岁以上

9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算法工程师

（图像/视频处理方向）
1 不限  15000-25000 硕士及以上 不限

算法工程师（CV方向） 2 不限  15000-25000 硕士及以上 不限

C++工程师 3 不限 15000-25000 硕士及以上 不限

音视频工程师 2 不限 15000-25000 硕士及以上 不限

U3D工程师 5 不限 15000-2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GO工程师 2 不限 15000-2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Java工程师 8 不限 10000-2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产品经理 2 不限 15000-2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项目管理（PM） 2 不限 6000-1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行政前台实习生 1 不限 3000-5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HR/招聘专员 1 不限 6000-1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销售经理 2 不限 8000-10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9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IOS开发工程师 3 不限 10000-15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Android开发工程师 3 不限 10000-15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web前端 3 不限 10000-150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0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系统技术支持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2万起 本科及以上 30内

总账会计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及以上 30内

应收会计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及以上 30内

运动控制开发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20万起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系统开发工程师 3 不限 年薪20万起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测试工程师 3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薄膜电容结构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5万起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1 上海拿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应届生） 5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不限

项目经理（线控底盘） 3 男 年薪30万起 本科 不限

硬件开发高级工程师 2 男 年薪25万起 本科 不限

硬件layout工程师/高工 1 不限 年薪20万起 本科 不限

基础软件测试Leader 1 不限 年薪30万起 本科 不限

12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幕墙设计师 若干 不限 年薪15-30万 本科 40岁及以下

BIM幕墙设计师 若干 不限 年薪15-30万 本科 40岁及以下

深化设计师 若干 不限 年薪10-20万 本科 40岁及以下



12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材料工程师 若干 男 年薪10-15万 大专 35岁及以下

安全工程师 若干 男 年薪10-15万 大专 35岁及以下

13 上海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音响灯光师 1 男/女/不限 年薪7万起 本科 不限

数据专员 1 男/女/不限 年薪7万起 本科 不限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工程师 1 男/女/不限 年薪7万起 本科 不限

运营助理 1 男/女/不限 年薪7万起 本科 不限

数据实习生 1 男/女/不限 184一天 全日制在校学生 不限

人力资源部实习生 1 男/女/不限 184一天 全日制在校学生 不限

财务实习生 1 男/女/不限 184一天 全日制在校学生 不限

运营部实习生 1 男/女/不限 184一天 全日制在校学生 不限

14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研发助理 5 男 年薪12W+ 本科 不限

研发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5-20W 研究生 不限

技术员 5 不限 年薪10W+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助理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2W+ 大专及以上 不限

操作工 8 男 年薪8W+ 高中及以上 不限

15 菲翼汽车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计划员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专科 45岁以下

前期质量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专科 40岁以下

财务分析专员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40岁以下



15 菲翼汽车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助理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专科 35岁以下

质量检验员 2 不限 年薪7.5万起 初中/高中 40岁以下

16 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电工 2 不限 月薪8k起 大专 40以下

生物药生产技术员 5 不限 月薪8k起 大专 40以下

生产工艺主管 4 不限 月薪10k起 本科 40以下

仪器分析 1 不限 月薪8k起 本科 40以下

QC生化 1 不限 月薪8k起 本科 40以下

QA现场专员 1 不限 月薪8k起 本科 40以下

IT专员 1 不限 月薪8k起 本科 40以下

区域经理 3 不限 月薪14k起 本科 40以下

17   上海高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1-2名

不限 8-15K*12月，其他另算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监查员CRA 1-2名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不限

基因工程研究员 1-2名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不限

研发助理 1-2名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不限

18 三井高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财务担当 1 不限 8-10W/年 专科/本科 18-35

生产技术/制造技术担当 4 不限 7-8W/年 专科/本科 18-35

品质管理QC担当 2 不限 7-8W/年 专科/本科 18-35

水处理操作担当 1 不限 7-8W/年 专科/本科 18-35



19 赫比（上海）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磨床技术员 8 不限 7000-13000 中技及以上 不限

电火花技术员 5 不限 7000-12000 中技及以上 不限

线切割技术员 5 不限 7000-10000 中技及以上 不限

工件检验员 4 不限 5000-8000 中技及以上 不限

首件检验员 4 不限 5000-8000 中技及以上 不限

模具设计工程师 3 不限 9000-18000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内保 2 不限 4000-7000 初中及以上 不限

作业员 8 不限 4000-6000 不限 不限

装模工程师/技术员（祝
桥）

3 不限 5000-10000 中专及以上 不限

CNC产品开发高级工程师 7 不限 10000-18000 大专及以上 不限

20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强度/疲劳耐久仿真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15~30万
211及以上硕士

（3~5年工作经验）
不限

流体仿真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15~30万
211及以上硕士

（1人应届；1人3~5
年工作经验）

不限

离心泵、齿轮泵设计工程师 1 男 年薪20万起
本科

（5年以上工作经

验）

不限

电机本体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20万起
硕士

（1~3年工作经验）
不限

电机控制硬件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20万起
硕士

（1~3年工作经验）
不限

电机控制软件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20万起
硕士

（1~3年工作经验）
不限

质量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20万起
本科

（1~3年工作经验）
不限

21 上海申瑞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化工技术应用/化工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22~35



21 上海申瑞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配管和结构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1万起 本科 22~36

机械设计工程师 1 不限 年薪12万起 本科 22~37

22
安倍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技术支持-生命科学领域 
（上海）

1 不限 年薪15万起 硕士 35岁以内

技术支持-生命科学领域 
（烟台）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硕士 35岁以内

研发人员 （烟台）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硕士 35岁以内

研发人员 （烟台） 1 不限 年薪20万起 博士 45岁以内

研发人员 （新加坡） 2 不限 年薪30万起 博士 45岁以内

线上市场专员（上海） 1 不限 年薪10万起 大专 35岁以内

诊断注册 （上海/北京） 1 不限 年薪25万起 本科 45岁以内

23 雷莫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线缆组件工程师 1 不限 月薪10K起 理工科本科 不限

质量工程师 1 不限 月薪8-10K起 理工科本科 不限

采购助理（实习） 1 不限 每日150-200元
理工科本科大四学

生
不限

助理工程师（实习） 2 不限 每日150-200元
理工科本科大四学

生
不限

销售助理（实习） 1 不限 每日150-200元
理工科本科大四学

生
不限

客服（国外订单）实习 1 不限 每日150-200元
理工科本科大四学

生
不限

销售工程师（实习） 1 不限 每日150-200元
理工科本科大四学

生
不限

24 上海海立中野冷机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 4

不限

年薪8万起 本科

20~40

电气设计 2 年薪8万起 本科



24 上海海立中野冷机有限公司

（试验室）产品测试 2

不限

年薪7万起 大专

20~40日语翻译 1 女 年薪7万起 本科

行政人事助理 2

不限

年薪6万起 大专

会计助理 2 年薪6万起 大专

营销助理 4 年薪6万起 大专

25 上海赛路客电子有限公司

采购担当 1 男/女/不限 年薪5万起 本科 不限

技术员 5 男/女/不限 年薪5万起 本科 不限

品质担当 5 男/女/不限 年薪5万起 本科 不限

生产文员 2 男/女/不限 年薪4万起 不限 不限

生产领班 5 男/女/不限 年薪5万起 不限 不限

26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艺术设计博览

有限公司

营运管理 2 不限 6K-10K/月 本科 35以下

内容运营 1 不限 6K-10K/月 本科 30以下

收银员 1 不限 4.5K-6K/月 高中及以上 40以下

高压（配） 2 男 4.5K-6K/月 高中及以上 50以下

消监控值班 2 男 4K-6K/月 高中及以上 50以下

营业员/导购 10 不限 底薪+提成 高中及以上 不限

27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验证专员 5 不限 6k-10k 本科 不限

研发人员 5 不限 6k-10k 本科 不限



27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 5 不限 6k-10k 大专 不限

现场QA 5 不限 6k-10k 本科 不限

QC 5 不限 6k-10k 本科 不限

28 上海数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顾问 10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智能营销管培生 2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销售工程师 10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算法工程师 5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后端开发工程师 10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10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前端开发工程师 10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测试工程师 2 不限 10k+/月 本科学历及以上 不限

29 上海川也电机有限公司

一线包装装配普工 6 男 月薪6500-7000元 初中以上 20-50

半成品仓库管理员 1 男 月薪4500-6500元 初中以上 20-45

数控操作工 3 男 月薪7500-10000元 初中以上 20-45

钻床工 4 男 月薪6000-7000元 初中以上 20-45

清洗打磨 2 男 月薪6000-8000元 小学以上 60周岁以内

检验员 2 男 月薪4500-6500元 初中以上 20-45

一线学徒（绕、嵌、整） 8 男 月薪7500-10000元 初中以上 20-45



30 哲弗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若干 不限 10000~15000 大专 25-35岁

产品工程师 2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25-35岁

机械工程师 2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25-35岁

消防系统工程师 2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25-35岁

应用工程师 1 不限 15000~20000 本科 25-35岁

项目经理 1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30-35岁

技术支持工程师 2 不限 6000~8500 中专 25-35岁

硬件工程师 若干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25-35岁

软件工程师 若干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25-35岁

采购工程师 2 不限 10000~15000 本科 25-35岁

产品认证工程师 1 不限 15000~25000 本科 25-35岁

车间主管 1 男 10000~15000 大专 30-35岁

生产计划 1 不限 6000~8000 大专 25-35岁

财务经理 1 不限 20000~25000 本科 30-40岁

成本会计 1 不限 10000~15000 大专 25-35岁

出纳 1 不限 6000~8000 大专 25-35岁

行政人事经理 1 不限 20000~25000 本科 30-38岁

人事主管 1 不限 10000~20000 大专 25-35岁



31 上海和盛前沿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5 男/女/不限 年薪10万－20万 本科 不限

工业机器人视觉工程师 5 男/女/不限 年薪10万－20万 本科 不限

工业机器人培训工程师 5 男/女/不限 年薪10万－20万 本科 不限

32
美蓝飘尔（上海）过滤设备有限公

司

行政前台 1 女 5000-8000元/月 中专以上 18-35岁

售后经理 1 不限 8000-15000元/月 大专以上 25-45岁

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 1 男 8000-10000元/月 中专以上 20-45岁

商用净水事业部总监 1 不限 8000-15000元/月 大专以上 25-45岁

33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储备视觉工程师 10 男 年薪10万起 大专及以上 不限

项目测试工程师 5 男 年薪13万起 大专及以上 不限

财务助理 1 不限 年薪5万起 大专及以上 不限

34 上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加工工艺工程师/装配工艺

工程师 
6 男 8K-13K 本科 23-45

35 上海卉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员 6 不限 5k起
专科以上机械方面

专业的学历
不限

行政助理 2 不限 5k起
专科以上财会方面

专业的学历
不限

数据登录员 4 不限 5k起 专科 不限

焊接装配技工 10 男 6k起 不限 不限

36 上海亿鼎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 5 男 7W 专科 不限

法务专员 1 不限 9W 本科 不限

人事行政经理 1 不限 10W 专科 不限



36 上海亿鼎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3 不限 8W 专科 不限

商务助理 2 不限 8W 专科 不限

采购专员 1 不限 7W 专科 不限

37 上海才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前端开发工程师 5 不限 6-15K 本科 30以内

后端开发工程师 5 不限 6-15K 本科 30以内

数据采集工程师 2 不限 6-15K 本科 30以内

ERP实施顾问 2 不限 6-15K 本科 30以内

MES实施顾问 2 不限 6-15K 本科 30以内

软件销售经理 1 不限 6-15K 本科 30以内

38 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技术/管理工程师（常
驻海外）

3~5 不限 年薪20万起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工程预算员 1~2 不限 年薪14~25万 大专及以上 不限

项目资料员 1~2 不限 年薪14-20万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市场助理 1 不限 年薪12-15万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实习生 3~5 不限 150元/天 大专及以上 应届生

39 道益静电控制（上海）有限公司

助理服务工程师

若干 不限

年薪7万起

大专 不限

文员助理 年薪6万起

供应链助理 年薪6万起

技术助理 年薪6万起



40 上海市卫邦机器人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工程师 5 不限 6K-12K 大专及以上 20-45

41 锐珂牙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助理）电子工程师 1 男/女/不限 年薪15-25万 不限 不限

电子工程师 1 男/女/不限 年薪20-40万 不限 不限

硬件测试工程师 1 男/女/不限 年薪20-40万 本科 不限

算法工程师 1 男/女/不限 年薪20-40万 本科 不限

软件工程师(C++) 1 男/女/不限 年薪20-40万 本科 不限

产品负责人 1 男/女/不限 薪资面议 本科 不限

销售主管/经理（华东） 1 男/女/不限 年薪20-40万 不限 不限

42 上海芯楷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工程师/PE 1 不限
年薪10万-17万（校

招）
年薪20万-40万（社

本科 不限

运营专员 2 不限
年薪8万-13万（校招）
年薪10万-17万（社

招）

本科 不限

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5万-30万（校

招）

年薪26万-65万（社

本科 不限

模拟版图设计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5万-30万（校

招）
年薪26万-65万（社

本科 不限

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15万-30万（校

招）

年薪26万-65万（社

本科 不限

43 上海赛赛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装工艺工程师 4 不限 年薪10-17W 本科 22-35

物流协调项目助理 3 不限 月薪6-7K（税前） 本科 22-25

汽车配件数据工程师 2 不限 月薪6-7K（税前） 本科 22-25

汽车维修技工（应届生带

教）
10 男 月薪5-6K 高中 18-30

立体车库 2 男 月薪4-5K 高中 21-45



44 上海刚杰机电有限公司

售后工程师              3 不限 年薪7万-12万 大专 35以下

销售助理 3 不限 年薪7万-12万 大专 35以下

45 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现场服务工程师 3 男 年薪7万起 中专 22-35

值班工程师 3 男 年薪6万起 大专 22-35

彩票机房值班 3 男 年薪8万起 大专 22-35

46 上海大华-千野仪表有限公司 销售技术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8万起 本科、大专 30岁以下

47 上海诚达机械有限公司

外贸跟单员 2 不限 年薪8万起 本科 21-45

销售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8万起 本科 21-45

销售助理 2 不限 年薪8万起 本科 21-45

48 上海璨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礼品采购 2 不限 年薪10万起 专科 不限

新闻编辑 2 不限 年薪10万起 本科 不限

平面设计师 2 不限 年薪10万起 专科 不限

资深活动策划 2 不限 年薪10-20万 专科 不限

资深客户经理 若干 不限 年薪15-20万 专科 不限

49 上海蓝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30万起 本科 不限

硬件（电源设计）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28万起 本科 不限

结构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20万起 本科 不限

50 郑州嘉晨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电驱方向）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50 郑州嘉晨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5 不限 1.5w-3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电机控制算法工程师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电驱方向）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电力电子硬件工程师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物联网）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Java软件工程师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Linx软件工程师（物联网方向） 5 不限 2w-4w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行政专员 1 女 5k-6k 本科及以上 不限

51 上海金晨碧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商业租售经理 1 不限 8000-10000 专科 25-35

涉外业务主管/经理 1 不限 6000-8000 专科 28-35

涉外物业客服主管 1 不限 5000-7000 专科 25-30

企划经理 1 不限 8000-12000 专科 25-35

业务实习生 2 不限 日薪180-200 本科 20-22

行政出纳 1 不限 5000-6500 专科 22-35

物业市场管理部经理 1 不限
年薪

12-20W
专科 28-45

高级物业管理经理 1 不限 8000-12000 专科 35-50

52 西刻标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助理机械工程师 2 男 年薪6.5万起 大专 不限

助理电气工程师 2 男 年薪6.5万起 大专 不限



52 西刻标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 1 男 年薪6.5万起 大专 不限

53 上海峰亚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设备主管 1 男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45

开发技术主管 1 男 年薪18万起 本科 30-45

开发技术工程师 2 男 年薪13万起 专科 25-45

开发技术员 3 男 年薪10万起 专科 25-40

生产制造主管 1 男 年薪15万起 本科 35-45

生产制造主管助理 1 男 年薪10万起 专科 25-40

生产组长 2 男 年薪10万起 中专 25-45

生产操作工 10 男/女不限 年薪8万起 初中 20-45

54
华友化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销售工程师 5 不限 年薪12万起 本科 23-35

设备维护工程师 7 男 年薪10万起 专科 23-35

55 上海正应纸业有限公司

仓库主管 2 不限
前半年5000/月，

转正后面议

高中或以上文化程

度，相关专业优先
18-50岁

仓储物流学徒工 8 男
4500-8000元/月

前三个月4500/月，转

正后工资面议，

高中或以上文化程
度，相关专业优先

18-36岁

设备修理学徒工 8 男
4500-8000元/月

前三个月4500/月，转
正后工资面议

高中或以上文化程
度，相关专业优先

18-36岁

56 上海东龙服饰有限公司

设计师 3 不限 年薪6万起 本科 不限

销售人员 5 不限 年薪6万起 专科以上 不限

57 晓圣电机（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5人 不限
本科9万起

研究生10.8万起
本科/研究生 不限

58 莱谱光电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操作工 2人 不限 3300-3500（月） 初中以上 不限



58 莱谱光电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客户专员兼生产计划 1人 不限 6000-8000（月） 大专以上 不限

59 广精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NC加工中心技术工 2至3人 男 6000 本科 不限

60 长颢供应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海空运操作 若干 不限 6000-8000/月 专科及以上 不限

物流客服 若干 不限 4000-7000/月 专科及以上 不限

销售专员 若干 不限 4500-6000/月 专科及以上 不限

进出库仓管 若干 男 4000-7000/月 专科及以上 不限

61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1 男 8000-12000 大专及以上 28-35

人力资源经理 1 男/女 15000-25000 本科及以上 35-42

华东区销售总监 1 男 15000-25000 本科及以上 35-42

产品经理 1 男 20000-30000 本科及以上 28-35

区域销售工程师（山东河南） 1 男 6000-8000 不限 25-35

62 恭胜酒店集团

人力管培生 1 不限 转正年薪7万起 本科 20-28

财务管培生 1 不限 转正年薪7万起 大专 20-28

酒店管培生 10 不限 年薪6万起 中专 18-28

酒店店长 2 不限 年薪8万起 中专 22-35

酒店加盟开发 1 女 年薪8万起 中专 25-35

63 上海金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资料员 5 不限 年薪5-7万元 大专及以上 18-35

造价工程师 2 不限 年薪12-20万元 大专及以上 30-45



64
上海亨昌实业有限公司金桥红枫万

豪酒店

前台接待 若干 不限
底薪税前4000-4500+绩

效奖金
不限 18周岁-30周岁

礼宾员 若干 男 每月税前4000-4500 不限 不限

行政楼层接待员 若干 不限 每月税前4000-4500 不限 18周岁-30周岁

餐饮服务员 若干 不限 每月税前3500-4000 不限 不限

保安员 1名 男 每月税前3500-4000 不限 不限

楼宇设备技工（高低压电工
/机械工/装饰工/空调工）

若干 男 每月税前4000-4500 不限 不限

65 上海毅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教练/教练实习生 2-5人 不限
8000元/月左右（全

职）
150-200元/天(实习生)

大专 <30

大客户销售 2-5人 不限 1万-3万元/月 大专 <40

培训师 3人左右 男 8000元-2万/月 本科 <40

财务实习生 1 不限 150-200元/天 大专

影像实习生 1 不限 150-200元/天 大专

66 敏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电源工程师 3-5人 男 年薪12万起 本科 22-48

电子工程师 3-5人 男 年薪12万起 本科 22-48

67 溯域数据（上海）有限公司 门店运维人员 6-8 男 年薪8.5万 大专以上 38岁以下

68 高尔登船舶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2人
男/女/不限

8500-10000
不限 小于40岁

销售助理 1人 男/女/不限 6000-7500 不限 小于40岁

销售经理
2人

男/女/不限 15000-18000 不限 小于40岁

(柴油机)服务工程师
1人 男/女/不限 10000-12000 不限 小于40岁



68 高尔登船舶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钳工 1人 男/女/不限 5000-6500 不限 小于40岁

69 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投融资协会

会员发展专员 4 不限 年薪10w 本科 不限

政务运营专员 2 不限 年薪11w 本科 不限

文案专员 2 不限 年薪12w 本科 不限

项目执行专员 3 不限 年薪13w 本科 不限

70 上海至荟科技有限公司

自助设备运维专员 1 不限 面议 本科 不限

Java开发工程师 1 不限 面议 本科 不限

71 快尚时装（广州）有限公司

零售管理培训生 10 不限 月薪6000-10000 本科
只接受22年应届毕业

生

销售助理 10 不限 月薪5000-6000 不限 18-40岁

系列经理 2 不限 月薪7000-8000 大专 18-40岁

店铺副总经理 2 不限 月薪8000-10000 大专 18-40岁

72 上海华检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10 不限 6000-10000 大专 不限

话务员 2 不限 4000-6000 大专 不限

软件开发专员 2 不限 8000-12000 大专 不限

护士 5 不限 4000-6000 大专 不限

73 上海瑞慈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5 男/女/不限 年薪25万起 本科 不限

销售经理 10 男/女/不限 年薪15万起 大专 不限

销售代表 20 男/女/不限 年薪10万起 大专 不限



7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南汇支公司
团体保险
服务人员

2 不限 年薪10万元起 本科 40周岁以下

75 上海浦东新区金桥镇轩骅饮品店 咖啡师 2 不限 年薪5万起 不限 不限

76 上海弘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 5 男/女/不限
年薪40000-120000/年 

底薪+绩效
大学 不限

市场专员 1 男/女/不限 年薪55000-70000/年 本科 不限

汽车机电技师 2 男 年薪40000-70001/年 不限 不限

77 上海万申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5 不限 月薪6500-10000元 大专以上

不限国际贸易 3 不限 月薪4500-7000元 大专以上

销售工程师 5 不限 月薪5000-10000元 大专以上

78 上海索迪龙自动化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光学工程师、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结构工

程师、工艺工程师

15 不限
年薪15w-20w;          
提供住宿+工作餐

本科 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