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区企业联合会专场招聘会报名表
序
号

1

公司名称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行业

电缆

2

百度（成都）地区服务中心/成都百都科
技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3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互联网

招聘岗位/人数/岗位要求
一、销售代表：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通信工程等相关专
业；二、工艺工程师：1、本科及以上学历，通信或电子信息相
关专业； 2、负责生产工艺文件的制定、生产质量的控制和改
进；三、采购：1、本科及以上学历，材料、供应链等相关专
业；2、负责供应商信息的收集和关系的维护，采购异常的处
理；四、机修电工：1、中技及以上专业，机电、设备维修相关
专业；2、负责公司电气、机械的维修保养。
五、生产管理：1、本科及以上学历，通信、工业制造或供应链
相关专业；2、负责生产计划、安排和落实各车间的生产任务；

福利

七险一金+节假日福利（元旦、春
节、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端
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婚丧假
福利+员工宿舍+工作餐(餐补)+高
温补贴+带薪年假+年终效益共享
奖等。

商务代表（10人）1、通过客户系统查询客户信息，完成新客户
开发任务；
2、通过电话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客户需求, 寻找拜访机会
并完成销售业绩；
3、维护老客户的业务，并挖掘客户的最大潜力；
带薪年假+年终奖金+六险一金
4、定期与合作客户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员工生日福利
5、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新客户资料并录入客户系统；
、系统管理员（1人）1、负责公司内部局域网的日常管理、维
护，计算机系统故障的排除
2、负责公司内部数据库的管理及维护

销售代表（15人）

4

四川方法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10人）热爱互联网行业，语言表达能力优秀；有销
售工作经验或校园社团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网页设计（2
人）▪精通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熟悉
Coreldraw或Illustrator，熟练运用DIV+CSS；
▪熟悉Flash ActionScript脚本、有大型网站、品牌企业网站设计
经验者优先；
享受带薪年假、病假、婚假、丧假
互联网/电子商务
、PHP（2人）精通PHP+MySQL架构，精通辅助脚本语言、
、产假等国家法定节假日
HTML代码及CSS编写规范、客服（2人）至少1年以上淘宝客服
经验，专科以上学历，年龄20-28岁之间；
▪中文打字速度每分钟60字以上，熟练使用淘宝旺旺及其它沟通
工具，普通话标准
、淘宝美工（2人）精通Photoshop、Dreamweaver、
coreldraw等页面设计和平面设计软件

5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航空

空乘（5人）：女165cm，男175cm，形象气质佳

五险一金，年终奖，旅游

6

成都诺传科技有限公司（金蝶）

财会

做账会计（3人）：财会类专业学生；
java (2人）：有过项目开发经验

五险一金，带薪培训

7

华为高科成都分公司

综合

储备干部（5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8

成都龙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T

9

北京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金融证券

10

11

北京移数通电讯有限公司（电信成都分公
司）

成都蓝宇科维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

软件开发

一、UI设计师（1人）UI方面有一定经验、二、程序员（5人）
Java，android，ios各类都可以、三、实习生（5人）重在态
度，能吃苦耐劳，对IT有兴趣
网络销售（10人）投资顾问（10人）
电信客服经理（46人）1、 大专及以上学历；
2、 熟练掌握OFFICE办公基础软件；
3、敬业踏实，认真负责，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带薪年假+年终奖金+六险一金+
员工生日福利
五险一金，法定假日，各类津贴等

转正后：3000元至5000元
购买五险一金、周末双休、国家法
定节假日休息、交通补助、加班补
助、话补。

初级软件工程师（10人）1、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1年
ASP.NET（C#）开发经验。优秀应届毕业生也可考虑；
2、熟练掌握.NET开发环境，熟悉.NET框架，对
ASP.NET/ADO.NET/WebService/WCF/XML有一定的了解； 五险，双休，国家法定假日，朝九
3、熟悉SQL2008数据库，能够独立编写查询语句、存储过程、 晚五点半，每天工作7小时
触发器和视图等；
4、了解常用设计模式，并有相关的实现经验；

12

成都鹏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初级软件工程师（5人）学习过一种编程语言，如c/c++或java
或c#等,了解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对编程开

13

成都顶呱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一、商务顾问（20人）良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二
、后勤行政（10人）熟练办公软件，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14

15
16

成都西辰软件有限公司

计算机

一、销售（2人）热爱销售工作，有意向在计算机软件行业长期
发展、二、实施工程师（2人）1、熟悉MS Windows Server、
Linux及网络架构建置管理。2、.熟悉Oracle，Sqlserver两种数
据库基本操作，可编写基本 SQL语句。
三、软件测试（1人）对SVN软件有一定的熟悉度，要会使用
Tomcat，部署WEB程序。四、UI设计（2人）1、熟练使用
Photoshop或Firework、Dreamweaver、flash等网页和各类
图形编辑软件；2、熟悉javascript,html,div+css,熟悉W3C标
准；精通HTML、CSS等web标准，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的
完成设计任务
、五、java工程师（2人）计算机相关专业，精通JAVA程序开
发，主要从事B/S结构的应用软件开发，能独立完成开发任务

五险一金+周末双休+年终奖+午
餐补助+年度体检+年度旅游+餐
后水果+高温福利+生日福利+重
要节日福利
免费工作餐、社会保险、双休+法
定节假日、节假日福利（礼品/礼
金）、年假、员工俱乐部、爱心基
金、部门活动经费。
有梦想就有可能：月度资金、利润
分红、出国旅游、升职加薪。

双休、年假、六险一金、免费图
书，节假日补贴/礼品、团队活
动/月、大型活动/年、出差探亲
补贴、良好的晋级体系及空间。
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员工还将享受
购房、买车、油补等购买无息支
持等福利。

一、研发工程师（若干）对编程有浓厚兴趣，有一定基础、二、
公司买社保，带薪年假
服务工程师（若干）热爱学习，接受新技术
社保、公积金、补充商业保险、高
一java工程师（5人）4000-6000、二.net工程师（5人）4000成都鹦鹉螺工业设备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互联网服务业
温补贴、冬暖补贴、餐补、员工活
6000
动、节日福利
成都青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周末双休 五险一金 年底双薪 绩

17

成都佳世博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1人）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交技巧，较好的
经营医疗器械
效奖金 加班补助 交通补助 通讯
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补贴 带薪年假 员工旅游

18

四川芯瑞诚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金融

一、网络销售（15人）、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熟悉互联网行业
二、业务员（10人）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熟悉互联网行业

19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20

成都安科泰丰科技有限公司

21

成都智菲科技有限公司

22

四川迈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3

成都富王科技有限公司

24

四川金麦道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测试工程师、售后技术（1人）
1、电子、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一年工作经验或
轨道交通-轨道检测
五险一金 出差补贴 包住
长期实习生 2、有良好的工作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吃苦耐劳，
能适应长期出差。
一java web开发（2人）、二、IOS开发（2人）、三、Android
开发（2人）、扎实的基本功，善于沟通交流，积极热情，四、 周末双休、五险一金、年终奖、节
移动互联网
有团队意识销售助理（1人）善于沟通交流，积极热情，有团队 日福利。
意识。
咨询
猎头助理（5人）、猎头顾问（5人）
周末大小休+节日福利+团队集体
通讯
客服（30人）普通话标准，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
出游
一、销售代表（15人）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及推广；根据市场
社保+公积金+商业险+提供住宿+
营销计划，完成部门销售指标；、二、售后技术（3人）负责公
贸易
年终奖+定期免费体检+晋升空间
司产品在四川地区的售后服务、技术支持、客户维护等工作，条
+各项补贴
件合适的可转销售工作

成都府河电力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
25
司

26

四川博世科技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7

红红红内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一、嵌入式软件工程师（2人）1、熟练掌握C/C++语言编程，
根据原理图进行硬件测试及编写代码。2、熟悉飞思卡尔ST等厂
商的芯片，熟悉stm32,cortexM,powerpc等架构cpu底层及上
社保福利 餐饮补贴 出差补贴 绩效
层开发；二、无人机技术工程（2人）有一定的航模、无人机操
奖金 年终奖金 扁平化管理 良好晋
作经验，或熟悉油动发动机者优先、三、无人机装配技师（3
升空间
人）1、 了解无人机系统的飞行控制及组装原理
2、 具有一定的无人机调试、检测、维护能力。

制造业

一、销售（5人）能适应中、长期出差或驻外。敬业，能吃苦耐
劳，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服从公司安排。、二、售后技术工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节假日福
程师（2人）主要从事电力系统二次设备（监控保护设备）的安 利
装、调试以及维护工作

一、销售（15人）1. 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或计算机相关专
业优先；2. 性格外向，善于表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web前端（（10人）熟练掌握 HTML/CSS/JS 相关知识；
医疗信息化 、三、java（10人）1.有过B/S系统架构项目开发；
2.掌握至少一种Java开发工具或开发环境；3.了解SVN、GIT等
版本管理系统；

贸易

储备干部（10人）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有团队
协作精神，善于挑战；

1.在公司附近可为入职实习生提供
免费住宿。
2.实习生公司将给与一定的实习补
贴。
3.实习生表现优秀的，毕业后直接
转正成为正式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午餐+社会保险+带薪年假

28

成都天运智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计算机

一、实施工程师（3人）精通计算机操作，能灵活运用各种现代
IT技术；二、程序员（2人）五年以上PB,C#开发经验，有带团
开发经验，能独立开发公司管理系统，有较强的基于pb设计工 交通补贴、包中午餐、社保五险、
作经验。java程序员（2人）1、.精通JAVA技术架构及开发，熟 出差有生活补贴、出差补贴、实报
悉WebService、MVC、WCF ;
实销、年底奖金
2.精通 Sql,有一定的优化能力，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的;

成都东虹商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一、系统管理员（1人）1、精通SQL server 或 mysql数据库；
2、熟悉linux下的业务部署与故障恢复；二、景观设计（1人）
一年以上景观设计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三、行政（1人）熟
计算机服务 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公文写作能力优秀。、四、策划（1
人）思维开阔，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熟悉新媒体，有较强的营销
思维；、五、设备维护（1人）乐园游乐设施大都为电气设备，
需要应聘人员具有扎实的机电，电工电子等相关专业知识。

30

谷行（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技术开发（5人）及时解决项目开发好产品研发问题、二、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早九晚五，
IT软件开发 产品经理（1人）通过数据和用户反馈不断改进升级产品、三、
周末双休
需求分析师（1人）对需求进行整理，建立模型

31

四川爱知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

网络建设

实习编辑（5人）对文字敏感

弹性工作制、周末双休、带薪年假
、绩效奖金、五险一金等
公司为每位合同制员工缴纳六金一
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及生育
保险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住房
公积金；
五险一金、餐补、节日福利、生日
礼金

32

北京融科银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互联网

一、ASP.NET开发实习生（8人）：了解.NET架构, 了解
ASP.NET(C#)和ADO.NET，了解HTML、Javascript/AJAX、
jQuery、CSS、XML等相关技术；

33

成都云凯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互联网

.net工程师（5人）：熟悉asp.net(C#)、IIS、SQL SERVER、
Visual Studio；熟悉CSS、JavaScript、XML、Ajax等

34

成都智汇青年公益服务中心

创业服务

五险一金、年底双薪、包吃包住、
节日福利、弹性工作、带薪年假、
定期体检、绩效奖金、高温与寒冷
补贴等。

一、行政（2人）熟悉办公室行政管理知识及工作流程，熟悉公
文写作格式，具备基本商务信函写作能力，熟练运用OFFICE等
办公软件；二、文案（2人）1、负责运营微信公众号，为粉丝
策划与提供优质、有高度传播性的内容；
2、负责移动互联网自媒体平台（微信、微博、知乎、豆瓣等）
的日常运营及推广工作；

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不上班；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购买相应的社会
保险；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及不定
期的国内外旅游。

35

36

成都筱焱旅行社有限公司

成都赢响天下品牌推广有限公司

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37
司

一、预定操作（10人）1、负责酒店网络订单处理，每日与合作
酒店确认预订及核对客人到店、在店、离店等信息，确保信息准
购买五险、国家规定节加日、过节
酒店/旅游 确性及时效性。2、负责合作网站及酒店订房信息与数据的衔接
补贴及礼物、年终奖金、集体旅游
及处理。二、旅游销售（5人）洞察市场热门线路行情，熟悉市
场各大专线产品，第一时间找出同日期最新价格并上传改价。

摄影服务

服装零售

一、市场专员（20人）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
通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二、推广（5人）出色的人际
社保、带薪休假
沟通能力和分析调查能力，对数字和各类市场信息敏感；三、顾
问（5人）形象气质佳，优雅大方，热爱门市销售工作
具有一定鉴赏能力，对时尚潮流有较敏锐的感知度。二、导购
售，勇于挑战自我。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工龄工资、
年度旅游、员工体检、培训拓展等
福利及良好的发展晋升空间。

38

成都至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会计代理

周末双休，按国家规定实行法定节
一、实习会计（35人）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二、实习人事（1
假日放假制度，节日福利，交通补
人）相关专业即可
助，通讯补助

39

四川普吉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综合业务

一、网络营销（8人）二、区域业务（8人）三、客服专员（5
人）

医疗器械

区域销售（5人）：负责所辖区域的产品销售、市场的开拓、客 五险一金、年底奖金、周未双休、
户的开发、新客户前期进场谈判、手术跟台及招投标后装机维护 交通补助、饭补、话补、出差补助
等。
、销售提成等

40

41

42

43

成都蕴嘉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豪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四方云游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成都市兴业雷安电子有限公司

家具

家居顾问（40人）性格坚韧，思维敏捷，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
和承压能力；

双休、六险、提供免费工作餐、带
薪年假等

轻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行业竞争
力薪酬福利； 驻省外城市工作机
会； 多通道培训学习渠道； 多元
化发展上升空间

户外旅游

一、旅游顾问（10人）1、喜欢户外，热爱旅行，享受生命，有 转正买社保，满一年后有年假，节
一定的旅行经验；2、旅游相关专业优先。
假日福利，年底有年终奖。可参加
二、市场专员（5人）大专以上学历，旅游，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体验公司户外旅行活动。

IT

一、C++软件工程师（3人）有Linux下开发经验者优先；熟悉
网络编程、数据库访问、Web Service编程、PB跨语言封装技
术者优先、二、了解C#技术领域的相关技术：WPF，ClickOne,
双休、六险、提供免费工作餐、带
Entity Framework, iOpenWorks标准等。
薪年假等
三、嵌入式工程师（3人）C#开发人员（3人）1、熟悉C语言及
STM32系列或LPC17系列单片机开发；2、熟悉常用的SPI、IIC
、串口、以太网等常用通讯接口；

44

四川翔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医疗

45

四川金甲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化妆品

46

成都蓉城和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及配件

47

成都天博印象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48

四川狮子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49

成都紫藤花国际家居软装定制

家具

50

成都莱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

51

四川省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52

成都途睿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

一、销售代表（10人）能适应经常出差。有销售工作经验优先
。二、总经理助理（2人）男女不限，性格开朗活泼，能吃苦，
能适应经常出差，需有驾驶证

餐补+话费补贴+高温补贴+出差
住宿补贴

一、导购（20人）：1、 踏实肯干，积极乐观，性格开朗。
2、热爱销售，热爱化妆品。
二、电商客服（2人）：1、大专及以上
2、熟练操作电脑及常用软件

（导购）无责底薪2800元+生活
补贴+高额提成+团队及时奖励
+年终奖+意外惊喜
（电商客服）3300+绩效奖金+
年终奖

事故开发（2人）、营销专员（4人）、文员（1人）
大专及以上学历，汽车相关专业
一、销售代表（20人）：口齿清晰，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
际技巧；
二、后勤（5人）：熟悉办公室行政管理知识及工作流程，熟悉
公文写作格式，具备基本商务信函写作能力，熟练运用OFFICE
等办公软件；
三、销售主管（4人）：认真贯彻执行公司销售管理规定和实施
java工程师（4人）、web工程师（2人）UI设计（3人）软件测
试（2人）
销售（30人）：1、能吃苦耐劳，对销售工作有较高的热情，2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力，有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3、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积极的工作态度，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临床推广（5人）、销售内勤（2人）
一、区域经理（10人）：1、市场营销专业；2、具有良好的口
才和和表达能力；3、具备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沟通协调的
能力。
二、销售助理（20人）：1、农学、植保、土肥、市场营销等专
业；2、具备良好的形象和清晰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3、具有
促销推广经验者更佳。
三、电子商务（2人）：1、互联网、电子商务相关本科专业毕

五险一金，节日福利，专业培训，
工作餐

一、会籍顾问（50人）：男女不限，形象气质佳，沟通力较
强，亲和力好，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二、健身教练（20人）：男女不限，体育相关专业毕业，持有
体育/文化
教练证者优先；形体佳，有志于坚持并从事健身。
三、前台客服（10人）：身高160cm以上，形象气质佳，沟通
能力强，熟练使用电脑办公软件。

愉快的工作氛围，转正购买社保
、日奖励、月奖励、公司组织聚
餐、拓展户外活动、员工生日补
贴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周末大小
休
五险一金 绩效奖 全勤奖 带薪
年假 节日福利

五险、节假日福利、免费食宿年
休、旅游、年终奖等

免费住宿、免费健身、免费游泳、
免费学游泳，员工生日福利、员工
季度奖金、每月的员工聚餐和户外
拓展培训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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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四川万企共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百年智库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爱迪讯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电子商务
客户经理（若干）:沟通能力佳，懂互联网

汽车用品

补+生日福利+节日福利+培训+法
定节假日+团建

一、销售代表（20人）：能吃苦耐劳，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二、见习主管（3人）：有野心，敢想、敢干、想挑战高薪、具
一经录用公司提供员工宿舍，带薪
备一定的领导能力；
三、人事专员（2人）：具备极强的责任心、主动性、原则性、 培训，公司提供良好广阔的晋升平
高效执行力，在面对招聘任务的压力下可以良好的完成任务（超 台
额完成有奖励）。
四、储备干部（5人）:协助部门上级领导完成日常相关工作.

一、.net工程师（15人）：、 参与项目的调研和需求分析，配
合系统架构师进行系统设计；
2、 负责核系统代码的编写，指导完成系统单元测试及系统集成
测试，配合完成系统其它测试工作；
二、android工程师（5人）：1、熟悉流行的Android开源框架
、SDK等；
培训、住宿、五险一金、旅游、
计算机软件 2、对软件研发和技术有很大热情；
上升空间
3、熟悉医疗app应用开发优先；
三、java工程师（15人）：1、具有java web应用系统实际开发
经验，了解mvc及常用设计模式；
2、了解常见的j2ee开发框架；
3、熟悉常用数据中的至少一种关系型数据库的应用与开发。

56

成都天衡电科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57

四川牛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58

四川尚层国纪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装

59

美联英语

培训机构

60

四川偌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航空教育培训

61

成都创享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一、应用软件研发工程师（4人）：1) Python PyQt4开发经验
者优先；
2) WPF或C# Winform开发经验者优先；
二、WEB开发工程师（6人）：1) 掌握JavaScript、Ajax、
DOM等前端技术，掌握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2）掌握HTML5/CSS3等相关技术；
三、工业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6人）：1) Hadoop开发经验
五险一金、员工旅游、餐饮补贴
优先；
、专业培训、年终奖金、股票期
2) Web开发经验优先；
权、弹性工作、定期体检
四、工业大数据算法工程师（6人）：1) 精通C++/python编
程，熟悉Linux平台；
2) 有Hadoop开发经验优先；
五、软件测试工程师（4人）：1) 具有一定的后端测试经验，了
解接口测试；
2) 熟悉Linux/Unix Shell编程、熟悉Python；

一、行政助理（1人）：、销售经理（4人）、网页设计（2人）

双休+保险+国家法定假日+旅
游+年终红包

一、渠道专员（3人）：负责公司现有全国渠道的建设、维护、
更新、管理 ；
二、业务专员（5人）：20-30岁，口齿清晰，普通话流利，语
双休+保险+国家法定假日+旅
音富有感染力，语言富有说服力；
游+年终红包
三、网络推广（1人）：负责网络推广（如：百度等）、论坛、
网络发稿推广等形式，开拓网络营销资源和渠道，能有效的提高
网站访问量 ；
渠道专员（10人）：表达沟通能力强，有亲和力，专业不限；
英语助教（2人）：英语专员学生
行政专员（1人）：办公软件强：
培训导师（1人）：表达沟通能力强
渠道销售（10人）：专科以上学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提供宿
舍，高温/低温补贴，免费学习英
语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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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幻维万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

63

重庆强宝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服装零售

64

成都善水德商贸有限公司

65

四川世纪飞天珠宝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2人）：1、负责网页、网站整体栏目的设计制作
。2、为网站广告制作广告图片、横幅及动画广告；
室内设计：（3人）：配合设计师在一定时间内，独立、快捷、
准确绘制全套室内施工，效果图，大样图及详图；
UI设计师（3人）：为网页宣传制作广告图片、动画广告；2、
配合网站程序人员完成网站的设计和页面美化等工作；3、参与
公司其他宣传品设计工作；4、协助设计APP界面
1、早九晚六；周末双休 ； 2、
插画原画设计师（3人）：负责游戏的角色造型原画设计；2、
转正统一购买五险一金 ； 3、带
负责游戏的场景、道具设计；3、负责指导贴图人员把握色彩、
薪年假，不定期户外活动
质感，并负责指导3D模型人员，确认造型修改和造型确认工作
影视后期（2人）：会使用AE/EDIUS、PR等后期编辑软件，会
用三维软件制作动画优先，熟练应用镜头语言进行叙事，对影片
有一定的把控能力
三维动画（3人）：根据脚本，动画K帧，需要时要对模型进行
骨骼绑定和蒙皮等
商场导购（5人）：要求:五官端正，口齿伶俐，有责任心，能承
受工作压力，热爱服装行业，并打算长期从事此行业

五险一金，旅游，年终奖

除享有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其春节
假期比国家法定春节假长；享受标
网络客服（5人）：性格活跃，良好的应变能力，抗压力强，有
互联网商务
准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
意愿挑战高薪
失业，生育及大病医疗补助六险）

珠宝

导购（5人）：女160cm，男170cm，性格开朗，语言表达能力 年假、工龄工资、全勤奖节假日相
强
应礼品、社保、工作餐等

企化专员（2人）：思维活跃、有想法、文字功底强
人事专员（1人）：文学类专业、胆大心细
房地产开发 会计（4人）：财务管理专业
运营专员（2人）：市场营销专业
策划助理（2人）：市场营销专业

免费食宿、班车接送、法定节假日
、节日慰问、生日关怀、提升培训
等

66

四川红瑞祥置业有限公司

67

成都卓新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net工程师（3人）：熟悉asp.net(C#)、IIS、SQL SERVER、
Visual Studio；熟悉CSS、JavaScript、XML、Ajax等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68

四川金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初级软件工程师（3人）学习过一种编程语言，如c/c++或java
或c#等,了解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对编程开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双休+保险+国家法定假日+旅
游+年终红包

69

四川锐格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UI设计师：有过项目设计经历

70

四川雅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

室内设计：（3人）：配合设计师在一定时间内，独立、快捷、
准确绘制全套室内施工，效果图，大样图及详图；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71

四川诉智科技有限公司

广告

网页设计：（2人）：1、负责网页、网站整体栏目的设计制作
。2、为网站广告制作广告图片、横幅及动画广告；

六险

72

广州多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分公
司

IT

渠道销售（10人）：专科以上学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网络客服（2人）：性格活跃，良好的应变能力
初级工程师：熟悉JAVA编程

73

四川多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74

成都可可西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75

四川众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76

成都睿翼鹏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7

四川艾普通讯工程公司

78

四川米旗食品有限公司

79

成都嘉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0

广东互易网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顾问（4人）：大专及以上学历，喜欢学习
商标代理人（2人）：有丰厚的文字功底，喜欢写作

81

成都伦慈仪表有限公司

电器设备

储备干部（5人）：有责任心，上进心和主人翁精神

82

成都航发液压工程有限公

83

成都聚商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1人）：财务管理专业
运营专员（2人）：市场营销专业
渠道销售（10人）：专科以上学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文化传播/餐 储备干部（3人）：学生干部优先；
饮
行政人事（2人）：表达沟通能力强，形象气质佳
通讯

早九晚六；周末双休 ； 转正统一
购买五险一金 ； 带薪年假，不定
期户外活动
1、早九晚六；周末双休 ； 2、
转正统一购买五险一金 ； 3、带
薪年假，不定期户外活动
五险一金
早九晚六；周末双休 ； 转正统一
购买五险一金 ； 带薪年假，不定
期户外活动

网络客服（5人）：性格活跃，良好的应变能力，抗压力强，有
五险一金，旅游，年终奖
意愿挑战高薪

储备干部（5人）：有责任心，上进心和主人翁精神
零售/百货/
店长（5人）：店面日常运营管理，人员管理，店面的营运计划
快速消费品
的拟定，财务管理
渠道经理（2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实习会计（2人）：财会类专业学生，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行政人事（1人）：办公软件熟练

计算机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初级软件工程师：精通JAVA技术架构及开发，熟悉
WebService、MVC、WCF ;运营专员（2人）：市场营销专业
初级工程师：计算机专业学生

提供住宿、餐补、交补，带薪培
训，带薪年假,节假日慰问品、生
日礼品,购买社保/单休。
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带薪培训
入职购买五险，年终奖
五险一金，带薪旅游
带薪年假+年终奖金+六险一金+
员工生日福利、转正买社保，满一
年后有年假，节假日福利，年底有
年终奖。可参加体验公司户外旅行
活动。

程序员（2名）：本科，有实际操作经验
美工（2人）：有UI和原画经验
客服（5人）：普通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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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畅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85

成都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

储备干部（5人）：学生干部优先，积极认真，学习能力强

86

成都瑞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

实习会计（3人）：财会类专业学生，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渠道专员（5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87

成都全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渠道经理（1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88

成都创先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文化传媒

文案（3人）：善于写作
策划（2人）：营销策划专业学生
实施工程师（3人）精通计算机操作，能灵活运用各种现代IT技
术；二、程序员（2人）五年以上PB,C#开发经验，有带团开发
经验，能独立开发公司管理系统，有较强的基于pb设计工作经
验。java程序员（2人）

办理五险，朝九晚六、单休，节假
日正常休息，
双休、六险、提供免费工作餐、带
薪年假等
餐补+话费补贴+高温补贴+出差
住宿补贴
年终奖+意外惊喜+社保

双休+保险+国家法定假日+旅
游+年终红包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提供宿
舍，高温/低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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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爱迪讯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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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鑫蜀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电梯

技术支持（2人）：计算机专业学生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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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渠道开发（6人）：形象气质佳，表达沟通能力强

正式入职后 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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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蜀菱电梯有限公司

电梯

客户经理（6人）:沟通能力佳，懂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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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网展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94

四川合纵泰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95

群蜂网络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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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易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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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逊捷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android工程师（5人）：1、熟悉流行的Android开源框架、
SD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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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奇新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初级软件工程师：精通JAVA技术架构及开发，熟悉
WebService、MVC、WCF ;

渠道销售（10人）：专科以上学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网络客服（2人）：性格活跃，良好的应变能力
初级工程师：熟悉JAVA编程
见习主管（3人）：有野心，敢想、敢干、想挑战高薪、具备一
定的领导能力；
人事专员（2人）：具备极强的责任心、主动性、原则性、高效
执行力，在面对招聘任务的压力下可以良好的完成任务（超额完
成有奖励）。
渠道专员（7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表达沟通能力强

转正买社保，满一年后有年假，节
假日福利，年底有年终奖。可参加
体验公司户外旅行活动。
双休、六险、提供免费工作餐、带
薪年假等
餐补+话费补贴+高温补贴+出差
住宿补贴

五险一金

年终分红
享受带薪年假、病假、婚假、丧假
、产假等国家法定节假日
餐补+话费补贴+高温补贴+出差
住宿补贴

一经入职即为员工购买全额五险一
金（为实习生购买商业保险）；每
一、客服（1人）普通话标准，形象气质佳，服务意识强等。二
月为员工提供餐补；提供生日福
、银行外包（若干）品行端正、吃苦耐劳，财会、金融类专业等
利；提供过节费；提供工作服；员
。、三、运维（3人）3年以上工作经验，持有电工证等
工每年还可享受带薪年假、员工旅
游、免费体检等福利。
储备干部（3人）：学生干部优先；
享受带薪年假、病假、婚假、丧假
行政人事（2人）：表达沟通能力强，形象气质佳
、产假等国家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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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友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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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凌兰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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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优易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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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贯众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网络客服（5人）：性格活跃，良好的应变能力，抗压力强，有
五险一金，带薪培训
意愿挑战高薪

计算机

储备干部（5人）：有责任心，上进心和主人翁精神
店长（5人）：店面日常运营管理，人员管理，店面的营运计划
的拟定，财务管理

103

104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猿团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做账会计（3人）：财会类专业学生；
java (2人）：有过项目开发经验

企化专员（2人）：思维活跃、有想法、文字功底强
人事专员（1人）：文学类专业、胆大心细
会计（4人）：财务管理专业

五险一金

入职购买五险，年终奖

五险一金，节日福利，专业培训，
工作餐

初级软件工程师：精通JAVA技术架构及开发，熟悉
WebService、MVC、WCF ;

愉快的工作氛围，转正购买社保
、日奖励、月奖励、公司组织聚
餐、拓展户外活动、员工生日补
贴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周末大小
休

IT

.net工程师（3人）：熟悉asp.net(C#)、IIS、SQL SERVER、
Visual Studio；

五险一金 绩效奖 全勤奖 带薪
年假 节日福利

成都漫安科技有限公司

IT

游戏设计师（3人）：有ui及原画经验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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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航城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

渠道经理（3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五险、节假日福利、免费食宿年
休、旅游、年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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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器设备

市场经理（8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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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思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

文案策划（6名）：营销策划专业学生
文员：善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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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翔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渠道专员（4人）：表达沟通能力强，抗压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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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知行合一科技有限公司

IT

106

成都明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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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欣科技有限公司

108

运营专员（2人）：市场营销专业
策划助理（2人）：市场营销专业

免费住宿、员工生日福利、员工季
度奖金、每月的员工聚餐和户外拓
展培训
带薪休假/旅游
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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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快乐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告

114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文案（1人）：善于写作
策划（5人）：营销策划专业学生
渠道专员（10人）：表达沟通能力强，有亲和力，专业不限；
一、WEB前端设计师
学历要求： 专科及以上
招聘职位： 网页设计/制作 (招1人) 工作年限： 不限 ,可接收应
届生
岗位职责：
1、根据产品设计需求，配合后台人员实现产品界面和功能，维
护及优化前端页面性能；
2、基于HTML标准和Javascript进行页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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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六二五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IT

二、安卓APP开发工程师
学历要求： 专科及以上
招聘职位： APP前端开发 (招1人) 工作年限： 不限 ,可接收应
届生
岗位职责：
1、负责Android平台的移动应用程序开发和维护、文档、代码
评审等工作；
2、独立承担Android平台客户端项目需求分析、设计与实现；
3、按项目要求，独立完成软件设计文档、编码实现和单元测
试；
4、负责移动平台新技术研究、功能扩展，现有开发方法的改
进；
5、根据公司项目的需求，快速掌握新的技能，承担其它软件开
发任务；
三、 IOS APP开
发工程师
学历要求： 专科
及以上

年终奖+意外惊喜+社保
年终分红

一、网页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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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智汇蓝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互联网

美术、平面设计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
历；
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良好的创意思维和理解能力，能及时把
握客户需求；
精通Photoshop\Dreamweaver\Illustrator等设计软件，对图
片渲染和视觉效果有较好认识；
善于与人沟通，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能够承受
压力，有创新精神，保证工作质量；
二、PHP程序开发
负责网站服务器PHP环境搭建与维护，负
责PHP程序模块的设计，开发，测试。
熟悉php apache MySQL（MySQLMysql培训 ）开发环境配
置，懂Smarty模板。了解面向对象编程和一些php开发框架的使
用。
能独立完成网站功能布局设计和数据库（数据库培训数据库
）设计。
三、市场渠道专员
1、负责市场的资源开发，寻找合作
单位，签订合同。
2、收集其他必要文件和信息。
3、负责产品的市场渠道开拓工作，完成平台每月公司规定目标.
4、维护和开拓新的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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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软峰科技集团

电子科大科园股份招聘信息

IT

IT

一、ERP实施工程师 （10人）
1、负责ERP系统的实施、运维支持，参与用户需求调研、资料收
集，文档编写等
2、熟练运用T3，T6，U8等ERP软件的各大模块等
二、ERP实习生 （15人）
1、全面学习和了解企业供应链、生产制造、财务管理等各环节
业务知识和流程
2、熟练掌握ERP系统产品特点、入侵案件实施过程和方法、项目
管理等知识及技巧等
三、UI设计工程师 （5人）
1、负责微商城、网络移动客户端、视觉设计（包括微信公众号 薪酬福利
界面设计、H5网站页面设计），设定视觉风格和UI界面设计。
2、针对项目需求配合产品经理设计符合用户需求的界面等
四、UI设计实习生 （8人）
1、负责手机客户端的界面视觉设计
2、充分理解产品交互基础上进行界面UI设计
3、根据需求充分发挥创意，设计出简洁、精致的UI界面，提高
产品易用性等
五、H5前端开发工程师 （8人）
1、负责公司移动前端产品页面开发、调试和维护；
2、根据公司项目和产品设计，利用JavaScript、HTML5相关技
术开发移动产品web app、微信等多平台上的前端应用等
六、人事专员
（5人）
1、根据公司发展对公司业务进行推广宣传和拓展
2、按计划开展市场调研工作，进行信息收集、汇总和整理等

社会保险
制
个人成长
正常休假
人文关怀

晋升机

实习期间：根据工作能力实习补贴
一.Net初级程序员
岗位需求：10人
1000-2000不等，享受公司过节
1．大专以上学历，熟悉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与开发 ；
福利；
2．了解C#.Net框架的B/S应用开发经验 、了解
转正后待遇： 基本工资4000Html/CSS/Javascript ；
6000；
3.有上进心，积极主动学习与工作相关技术；
其他福利：1.五险一金，过节福利
4．性格开朗，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 、生日福利、公司体检、国/内外
精神，有岗位责任感，勇于承担压力。具有较好的分析和解决问 旅游，餐补、电脑补贴、加班补贴
题的技巧，处事认真仔细，有条理；积极性高，求知欲强。
等；
5．其他：认同公司的企业文化价值理念。
2.年终奖14-15薪；
3.工作满一年，视工作表现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