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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仙林大学城

2020 届毕业生冬季大型招聘会

一、大会基本情况：

为做好 2020 年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增进学校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

在继承往届大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智通人才连锁集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在南京大学

仙林校区方肇周体育馆举办“南京仙林大学城 2020 届毕业生冬季大型招聘会”，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举办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8:30-12:00）

举办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方肇周体育馆 2 楼

大会规模：240 余家江苏省内外招聘单位，3000 多个高薪岗位

二、人才参会方法：

参会对象：2020 届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各层次人才。

参会方法：人才可提前通过以下 H5 了解活动详情，报名参会，活动当天带简历入场。

(扫码报名）

欢迎广大毕业生踊跃报名！ 微信咨询

活动咨询：常老师 18120181594（同微信），加微信邀请加入活动群

热线:025-68275595

在这里总有你心动的优职高薪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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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聘单位信息】（排名不分先后）：
客户名称 招聘职位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员、电气设计员、信息技术员、造币工艺员、技术操作人员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培训生、技术研发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

司

商营管理（管培生）、活动策划（管培生）、行政管理（管培生）、财务管理（管

培生）、人力资源管理（管培生）、信息技术类（管培生）、G-mart 运营管理（管

培生）、7-11 储备干部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交通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等相关专业、地下空间及相关专业、风景园林及相关专

业、工程管理及相关专业、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及相关

专业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企业管理、网络运营、机务管理、安全管理、生产管理、文书岗、会计、人事专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电路系统/电控设计师、电机驱动控制系统设计师、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师、FPGA

技术研发设计师、IC 版图设计、IC 数模混合电路设计、读出电路版图设计、大口

径光学系统设计师、成像光学设计师、光学装调工艺师、机械结构设计师、制冷机

工程设计师、热控设计、定标及数据处理/遥感影像数据处理、超晶格探测器器件物

理研究/晶体生长和工艺技术/薄膜外延工艺研究/材料性能测试研究、微光学薄膜研

究、新型器件研发

江苏新科电器有限公司
系统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电控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海外营

销中心、外贸业务员、采购员、人力资源、财务、行政、储备等管理岗位人才

南京控维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Python 开发工程师、Java 开发工程师、C++开发工程师、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结构设计师、生产工程师

南通市测绘院有限公司
软件研发工程师、测绘工程师、数据处理工程师、三维处理与应用工程师、网络运

维工程师、平面设计师、管线探测工程师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管理类 、技术类、工程类 、国内市场类、国际市场类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仙林大道分公司
零售运动部门经理、零售运动负责人、零售运动负责人（实习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零二工厂

（南京测绘仪器厂）

光学机械设计技术员、电子/软件设计技术员、车间工艺技术员、光学加工工艺技术

员、设备管理技术员、质量管理工艺技术员、综合办公室管理储备干部、人力资源

部教育招聘专员、数控技术员、质量检验员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偏向技术销售型）、人事储干、财务储干、技术储干、生产储干、供应

储干

江苏承开中药有限公司

全职人员：仪器分析 QC、理化分析 QC、中药鉴定 QC、微生物 QC、采购助理、

销售客服、产品专员、中药炮制、工艺员、药材可溯源、信息专员、销售代表。实

习生：QC、QA、仓库文员、采购助理、中药炮制、工艺员、产品专员

苏州晶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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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招聘职位

金地集团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通孚玩具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句容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管培生、行政岗(含人力资源方向)、高级/营销策划、高级/销售顾问、助理岗

江苏航天神禾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岗、财务岗、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苏中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变配电设计实习生、市场销售，施工员实习生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 咨询人员、项目管理人员、行政及辅助人员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中建轨道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安全管理、商务管理、物资管理、职能管理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市场营销（公司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投行和资管业务）、营销管理、风险管理、

投资分析、法律合规、营运管理、综合柜员

江苏苏地仁合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从事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评价、土地整治项目设计、国土调查、不动产

估价等相关工作）、土地房地产评估助理

汉桑（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江苏分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张家港市伊启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市江宁区乐淘美术培训中心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教师、美术老师/书法老师、课程顾问

徐州市新东方进修学校

明星教师类：少儿教师（小学语，数，英方向）、中学教师（初高中语，数，英，

物理，化学班课及 1v1 方向）、国内考试教师（四、六级英语，考研英语，英语口

语方向）、出国考试教师（雅思，托福方向）、 职能类：课程顾问，学习管理师，

客服专员

合肥极致教育有限公司 小学、初中、高中各科顶级名师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

小学各科教师：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小学音乐、小学美术、小学体育、

小学科学；初中各科教师：初中语文、初中数学、初中英语、初中物理、初中化学、

初中政治、初中历史、初中体育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小学中方教师（ 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舞蹈、科学）、小学外籍教师（英

语、法语、艺术、STEM+相关课程)、初中中方教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生物、历史、地理、舞蹈、体育、信息技术、劳动技术) 、初中外籍教师（英

语、法语、艺术、STEM+相关课程）、高中中方教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高

中外籍教师（英语、法语、雅思、托福、艺术、STEM+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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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招聘职位

长丰北城衡安学校

初中部教师：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

体育、信息；高中部教师：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物理、化学、生物、

地理

济南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小学教师：语文 数学 英语、初中教师：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高中教师：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政治、国内考试教师：考研数学 考研

英语、国外考试教师：雅思 托福 SAT、实习岗位：中学教学实习老师、班级专属

咨询师、课程顾问

南京纳音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乐学教育）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教师

无锡市世纪晓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星火教育）
精品课堂教学管培生、1 对 1 教学管培生

南京百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3 名 年薪 15-20 万）、校长助理（10 名 年薪 10-15 万）、讲师（8

名 年薪 10-15 万）、储备讲师（10 名 年薪 8-15 万）、助教（20 名 年薪 6-10

万）、课程顾问（20 名 年薪 10-20 万）

南京编码王科技培训有限公司
管培生/储备干部、课程顾问（全职&实习）、市场专员（全职&实习）、学管师/

班主任、少儿编程讲师、猎头顾问助理（全职 & 实习）

北京粉笔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公考教师、综合运营、督学师、管培生/培训生

南京外国语学校淮安分校

学科教师类：幼儿园：教师、保育员、保健员；小学：语文、数学、英语、体育、

美术；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体育，国际部：雅思、

ESL、托福、SAT、A-Level 课程、AP 课程、双语物理、双语化学、双语数学、双

语生物、普高教师（语文、历史、政治），非教学管理类：电教管理员 1 名（计算

机专业）、外事办公室文员 1 名（英语专业）

江苏海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课程顾问、高级培训师、授课助教、新媒体运营、经理助理

南京启橙教育培训中心 少儿英语老师、课程顾问、市场推广、客户服务

安徽蚌埠禹王学校 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

泗洪如皋一中实验学校 高中老师（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物理、体育、美术）

伊德恩（南京）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教学组长、ABA 教学治疗师、聘中心行政人员、

江苏汉丹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助理、销售助理、产品讲师、书法讲师、美术讲师、产品销售经理、Java 软件

开发工程师

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部各科双语教师

朴新教育科技集团南京创新学校

教师岗（小学/初中/高中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运营职能岗（课程规划师

/学习管理师 市场推广/新媒体运营） 管理培训生（英语、数学、理工类专业、文

科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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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招聘职位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行测文科培训讲师（文学类、哲学类等相关专业）、行测理科培训讲师（理学类、

工学类等相关专业）、申论培训讲师（政治学类、哲学类、历史学类、新闻传播学

类等相关专业）、公职面试培训讲师（心理学类、社会学类等相关专业）、公共基

础知识法律培训讲师（法学类（法理学、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

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等相关专业）、公共基础知识非法培训讲师（哲学类、政

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社会工作、农村区域发展、历史学类等相关专业）、

教师招考培训讲师（教育学类、学前教育、心理学类、特殊教育类、教育技术学、

计算机类、汉语言文学、数学类、英语类、物理学类、化学类、生物科学类、科学

教育类、播音主持类、历史学类、政治学类、地理科学类、体育教育、美术教育、

音乐教育等相关专业，师范类优先）考研、MBA/MPA 专业硕士考试培训讲师（政

治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英语类、数学类、理学类、工学类、管理学类、经济学

类、教育学类、心理学类、法学类、计算机类、医学类、文学类、体育艺术学类等

相关专业）、 医疗专业培训讲师（临床医学类、基础医学类、护理学类、医学检

验学、医学影像学、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药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麻

醉医学、康复医学、公共卫生管理等相关专业）、 英语培训讲师（英语、汉语言

文学等相关专业）、 会计培训讲师（财务管理、会计学、税务学、经济法、审计

学、企业管理、金融学类等相关专业）、 银行、农信社、国企入职考试培训讲师

（电气类、自动化类、经济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 、

电气培训讲师 （电气类专业（电路、电磁场、电机学、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统继

电保护、高电压、电气设备、模电、数电，自动控制理论）、 消防工程师、建造

师、造价师、监理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培训讲师、管理培训生（市

场营销、管理学类、教育学类等相关专业）

合肥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启明星教师（语/数/英/物/化/文综/托福/雅思）千寻教师（语/数/英/物/化/文综/

托福/雅思）管理培训生（教学、职能管理类岗位培养）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理科编辑；语文、生物、政治、地理编辑；区域经理

江苏博而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成长导师（心理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设计总监、设计助理、文案、体能测评

老师、成长顾问

南京学海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语数外教师、课程顾问

南京智峯科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给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城市运营官（管理类 工商类、人力资源管理类理工科）、合伙人城市讲师、

大区市场咨询师、教学教官

江苏外研壹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英语教师、课程顾问

南京小银星艺术培训学校
舞蹈老师、美术老师、表演主持老师、声乐老师、钢琴老师、书法老师、教务管理

老师

泗洪县新星中学
各学科老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音乐、

体育、美术）

泗洪县兴洪中学
各学科老师（语文、数学、英语、日语、物理、历史、化学、政治、生物、地理、

音乐、美术、信息技术、武术、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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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招聘职位

盱眙县第一中学 各学科老师（语文、数学、英语）

淮安市清江浦区环亚教育培训学

校
学科老师

南京昊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习生/应届毕业生（零基础可培训+双休）、财富管理投资顾问、基金销售、数据

员、行政助理、农产品研究员

新东方宁波学校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瑞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小学各科老师，中学各科老师

长颈鹿美语花桥旗舰校 英语老师，课程顾问，人事助理

扬州高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小学数学老师、小学数学双师辅导老师、初中数学老师、小学语文老师、小学语文

双师辅导老师、初中语文双师辅导老师、课程咨询顾问

杭州江南专修学院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苏州学而思文化培训中心 创业团队、精英教师（小学老师、初高中老师）

赢领教育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课程顾问/教育顾问/学科分析师、班主任/学习管理师/教务老师、人事专

员、行政财务/财务文员

无锡赢领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课程顾问/教育顾问/学科分析师、班主任/学习管理师/教务老师、人事专

员、行政财务/财务文员

南京爱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中文文案、高级英文文案、市场开发专员

南京吉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英语教师、数学教师、语文教师、书法教师、教务学管师、课程顾问师、招生咨询

师

南通市百分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渤大嘉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国际高中英语老师、国际高中数学/经济学/统计学老师、托福/雅思课程老师

南京鼓楼新东方进修学校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给力教育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星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精品课堂管理培训生

南京市星星荟儿童发展中心
特教老师、幼教老师、感统老师 、美术老师、音乐老师、英语老师、幼儿篮球教

练、轮滑教练

环球雅思扬州校区
英语老师（高中，雅思，托福）、数学老师（小学，初中）、语文老师（小学，初

中）

南京达风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嵌入式系统软件研发工程师、机器人系统软件研发工程师、硬件设计工程师、

南京安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算法工程师、光学工程师

南京乾能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迈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长兴慧源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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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美若迪家具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实习生）、销售助理、设计师 、设计师助理

江苏智桥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咨询工程师、项目咨询经理、市场部专员

南京佳拓贸易有限公司
大客户销售、弱电工程师、运营专员、商务助理、在线客服（线上销售）、采购助

理、会计

杭州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土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桩基施工员（2 名）、质检员（6 名）、安全员（2 名）、测量员（2 名）、项目资

料员（2 名）

南京广创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岗（计算机相关专业）、硬件工程师：电子、自动化或机械等相关专业

武汉沐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岗 20 名、网络营销岗 20 名、人力资源岗 5 名

统一商贸（昆山）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企业销售代表、产品推广专员、新媒体管理师、社群运营管理师、企划管理师

江苏易由科技有限公司 前台 1-2 名、客服 3-5 名、营销代表 15 名、营销经理 2 名、人事行政 1 名

南京微纳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工程师、光电工程师、光电项目研发经理、微纳材料工艺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机器视觉）、嵌入式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生物化学实习生、图像算法实习

生、微信小程序实习生

上海昂毅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Web 开发工程师、市场部客服专员、Web 开发工程师、平面设计/UI 设计师、

Windows C++软件工程师（实习生）、Windows C++软件工程师、IOS / Mac OS

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师

江苏中郡建设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师、机电工程师、预算工程师、安全工程师、行政专员

南京华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
销售代表、医学检验员、市场专员、运营组长

江苏天鼎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金融管培生、证券经纪人、网络客服

安捷利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品质工程师、程序开发工程师、系统运维

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

南京众川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开发工程师（服务器）、大数据开发工程师、Bim 开发工程师、硬件工程师

安徽罗兰克斯轴承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员、办公室文员、产技术人员、生产实习生、注塑技术人员

苏州甲骨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助理、面料研发助理、国内大客户部、运营 QC、运营 数据分析

昆山亚特曼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芯翼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
财富管理、机构业务岗

北京意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变频软件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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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慕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等）、跨境平台运营 （亚

马逊、速卖通、eBay、lazada、shopee、敦煌等）、管培生（人事、财务、行政、

采购等）、海外推广（英语、韩语、俄语、德语等）、商务专员、外贸助理等

中财期货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储备干部

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岗、质量管理、储备干部

南京每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原创编辑、时尚美妆类编辑、本地生活美食类编辑、影视娱乐编辑、平面设计、商

务拓展专员、

南京和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项目工程师、行政文员

清天集团 实习生、储备干部

法孚低温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方案工程师、钎焊工程师、精益生产工程师

江苏全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专员、环保工程师、检测员

南京中南新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南埔生（营销管培生）

南京博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分离纯化研究员、销售

江苏锦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市场部经理、家装顾问、设计师助理

上海冠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销售（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国内销售、储备研发经理、

储备管培生（供应链、质量）

南京艾科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热设计工程师、结构工程师、PMC/生产计划、质量工程师、机加工艺

工程师、设备工程师

江苏嗨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培训生、设计助理、天猫售前客服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

司
财富管理与机构业务岗

南京市嘉隆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结构工程师、报价工程师、软、硬件工程师、营销岗、人事行政

上海中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助理、材料研发工程师、配色研发工程师、储备干部、QA/QC 工程师、生产

储备干部/工艺工程师、人力资源专员、销售工程师

太尔化工（南京）有限公司 化学师、实验员、化工生产、分析检测

江苏通信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装饰项目预算/施工员、物业项目管理员（储备经理）、保险经纪项目经

理、营销策划、房产营销策划、市场分析专员、信息化专员、软件开发、暖通维护、

电力电源维护、综合管理、财务管理、法务专员、大区经理（储备）、门店经理（储

备）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公司 法人业务部客户经理

常州市众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管培生、综合管理岗

南京嘉信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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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工程师、工程技术工程师、设备工程师、品质工程师

江苏美瑞斯游乐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协澳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数据分析工程师、JAVA 工程师、

销售工程师

南京美仕优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猎头顾问、猎头顾问助理、实习生

南京同策房产咨询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苏北分公

司
储备干部（环境类、化工类、给排水类、机电类、水环境等相关专业）

青岛天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海/空运操作、业务代表、会计、出纳、行政助理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测量工程师、GIS 研发工程师

南京卡佩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信用

卡营销中心
营销精英预备生（专业不限）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师、市场营销、集团客户经理、人力资源、综合文秘、财务、运营管理、

物联网项目经理

南京艾伊科技有限公司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 工业/产品设计、光学工程师、嵌入式算法工程师、

材料化学工程师、售后技术支持/售后、销售工程师（签年薪）、质检员、

南京奥青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伟创晶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维 3D 设计画图人员 、销售员、新能源汽车结构工程师、软硬件开发工程师、软

件工程师 、自动化及电气工程师、职业技能培训导师、售后服务、操作工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实习生、监理员、省注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江苏世泰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研发助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研发电气工程师、产品经理、产品宣传推广、国际

业务员

上海百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及管理储备干部（机械设计及自动化/电气自动化/计算机应用/软件编程）、容

器设计工程师（化工原理/化工工艺/机械设计及自动化）、软件编程、销售经理、

安装调试培训工程师、财务、外贸经理

江苏一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材料学（建材方向）、环境科学（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向）、无

机或分析化学等相专业）、现场管理员

浙江鸿盛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纺织工程/纺织类）、研发工程师（高分子材料/化工）、维修工程师

（纺织机械/机械类）、自动化工程师（自动化/测控仪器）、质量工程师（纺织类/

材料工程/质量管理）、除尘工程师（环境工程）、生产倒班班长（纺织类/材料工

程/高分子/化工/机械类）、动力工艺工程师、仓储物流专员、管理培训生

安徽信盟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外贸业务员、电气工程师、储备干部、质检/品管、内贸经理/销售



第 10 页 共 14 页

客户名称 招聘职位

南京鼎靔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招聘专员/主管、薪酬绩效专员、培训专员、欢乐谷综合文秘、采购员、演艺部（编

导、综合文员、主持人、音响操作、舞美设计制作、服装设计制作、道具设计制作、

演员）、水公园救生员、水公园设备操作员、水公园储物服务员、公园管理部运营

管理员、公园管理部品质督导员、园管理部客服专员、医务室医护人员、公园管理

部质量体系管理员、商品销售区域负责人、商品销售员、文员兼数据分析、商品业

务主管、招商租赁管理 、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暖通工程师、 设备维修、

南京安诺电梯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助理机械工程师

江苏柯瑞机电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电气工程师/电气设计工程师、暖通工程师/暖通设计工程师、给排水工程师/给排水

设计工程师

深圳锐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电子商务运营、软件工程师（运动控制卡方向）、软件工程师（电机

驱动方向）、外贸业务

安徽新远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凡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媒体运营、客户成功经理、销售、UI 设计师、抖音运营、抖音编导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东

南分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高和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销售工程师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
正在更新中

苏州纽迈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昆山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巡检员 化水、污水操作员

苏州易卖东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文案策划、电商运营助理、视觉设计助理

永银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管培生

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苏州艾尔科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云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Java 开发工程师、Web 前端工程师

江苏省共创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JAVA 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 、软件技术支持工程师、市场销售、图形标注

（实习岗位）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 售后助理、销售工程师、售后工程师、技术支持（硕士以上学历）

南京 1917 装饰集团仙林分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镇江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师大智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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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鑫汇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宇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市江宁区好福气床垫经营部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优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雨能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凯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永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欧宝路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大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JAVA 开发工程师、前端开发工程师、ios 开发工程师、Android 开发工程师、测试

工程师、产品经理、项目助理、销售工程师、售前助理、解决方案工程师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管理类：业务管理岗、产品调研岗、产品策划岗、人员管理岗、人力发展岗、

督导岗、交叉销售岗、战略项目管理岗、综合金融项目管理岗 、培训类：培训管

理岗、培训讲师岗 ，人力资源类：招聘管理岗、员工关系岗、薪酬绩效岗、培训管

理岗、干部管理岗，财务类：采购管理岗、稽核监察岗、税务管理岗、海外投资管

理岗、经营分析岗 ， 运营类：运营管理岗、客服管理岗 ，活动策划类：营销策划

岗、活动策划岗、网站运营岗 ， 数据分析类：企划分析岗、统计分析岗、客户分

析岗、经营分析岗，法律合规类：合规管理岗、法律事务岗、诉讼管理岗、反洗钱

岗 、 综 合 管 理 岗 ， 核 保 核 赔 类 ： 核 保 管 理 岗 、 核 赔 管 理 岗 、 健 康 管 理 岗

影像传播类：影视编辑岗、影视编导岗、宣传管理岗 ，精算类：产品研发岗、产品

推动岗、风险管理岗、负债评估岗、产品定价岗 ，IT 技术类：软件开发岗、UI 设

计岗、网络管理岗、前端开发岗、信息安全岗、需求分析岗 ，资产管理类：投资管

理岗、业绩评估岗、策略研究岗、市场风险管理岗、账户管理岗、资产配置岗、项

目经理岗、资本规划岗、综合风险管理岗、内控评估岗

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设计师/10 人、电气工程师/10 人、施工员/20 人、营销人员/10 人、采购助理、

财务助理/3 人、人事助理/3 人

南京西西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短视频博主、编导/编剧/后期、原创内容编辑、BD/商务经理、人事/行政实习生

速度时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知识图谱研发工程师、大数据研发工程师、Java 开发工程师、GIS 开发工程师、高

精度地图技术员/导航电子地图技术员、倾斜摄影人员/倾斜摄影工程师、三维设计

师、深度学习影像处理算法工程师、三维建模算法工程师（VSLAM/三维重建）、

AR 开发工程师、C++/Qt 开发工程师、后端研发工程师、web 前端工程师、高级

UI/交互设计师、测试工程师、软件实施工程师、城乡规划师、土地规划师、技术支

持工程师、客户经理、应急解决方案工程师、GIS 解决方案工程师

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人事招聘专员，房地产经纪管培生，储备店经理

南京丹迪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工程师

南京市九诺御道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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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市场专员、审计专员、党群专员、销售顾问、集团大客户

南京恩博科技有限公司
售前技术工程师、区域销售经理、工程技术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安卓开发工程师、

C++软件工程师

江苏万家福公共设施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兰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外贸实习生/外贸助理、业务员、采购助理、外贸出口单证员

南京拓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销售工程师、业务助理

南京鑫铭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客服专员、市场专员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

司
业务管理类、风险合规类、人事行政类等管培生

北京元气森林饮料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广州江南科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沪江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国臣信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缔王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招聘课程顾问、篮球教练、实习生、篮球助教

苏州振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泰州市姜堰区欣橙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苏北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SK 海力士系统集成电路（无锡）

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山东英才学院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店宝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浩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平面策划实习生、销售内勤、招商专员、健康顾问、销售讲师、艾灸专业调理顾问、

人事行政助理、客服

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制程工程师、测试工程师、销售代表、储备干部（材料学、高分子材

料、化学、电子材料等相关专业）

南京军环家具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业务员

常熟市蓝腾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中小学各学科老师、课程顾问、行政部助理、培训部主任、校长助理

汤始建华建材（淮安）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融创中国上海区域集团苏州公司 传奇-营销管理类管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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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学府翻译有限公司 英文校审、英文翻译（司法文书类）、英文翻译（技术类/法律类）、市场开发专员

江苏九商三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户外拓展培训师、新媒体运营、影视制作、市场拓展专员、服务专员、会务专员、

总经理助理

南京桓溢鼎厨具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兴勤（常州）电子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广东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淮

河院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领跑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江

苏销售分公司
财经类、人力资源、管理类、市场营销、网络传媒等专业应/往届生

启东市皇普教育施教中心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南京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有限责

任公司

运营类（若干）：运营专员，研发类（若干）：全栈开发工程师、3D 前端开发工

程师、几何算法研发工程师

模型运营类（若干）：模型运营专员 企划类（若干）：企划专员 营

销类（若干）：营销专员 运营类（若干）：运营专员

招商类（若干）：招商专员 人事类（若干）：人力资源专员 财务类（若干）：

财务专员 苏南建筑（若干）：预算管理专员、建筑工程师、暖通工程师、工程

质量管理专员、安全技术管理专员、建筑工程管理专员 物业管理中心（若干）：

品质服务专员、物业管理专员 营运管理推进中心（若干）：营运管理专员

招商管理中心（若干）：招商管理专员、招商专员

进口家居（若干）：营运管理专员

星易通汇（若干）：运营专员、风控专员、销售（融资租赁方向）、销售（消费金

融方向）

住建集采（若干）：大客户经理

家倍得（若干）：人力资源专员、施工员/工程主管、营运专员、客服专员

星和宅配（若干）：物流专员金、招商专员 集团办公室（若干）：行政专员 工

程类（若干）：土建工程专员、机电工程专员

投资类（若干）：投资管理专员

营销类（若干）：营销策划专员、销售精英

设计类（若干）：建筑设计专员、景观设计专员、室内设计专员

成本类（若干）：成本管理专员

综合类（若干）：人力资源专员

数据信息类（若干）：数据信息专员

财务管理类（若干）：财务专员

客户服务类（若干）：客户服务专员

法务管理类（若干）：法务管理专员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计算机信息类 综合管理类 供应链管理类 生产制造类 研发设计类 营销管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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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克兰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海门市艾伦教育培训中心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江苏省孕婴童用品协会 详见请见现场海报

苏州鹏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有机合成研究员、有机合成研究员、有机合成助理研究员、药物分析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