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525061 传真号码 252506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amy_wu@2san.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系统集成工
程师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或以上

RMB3000以上

，并缴纳社、医
保、住房公积金

嵌入式系统
开发工程师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或以上

RMB3000-
6000，并缴纳社

、医保、住房公
积金

高级软件工
程师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或以上

RMB3000-
6000，并缴纳社

、医保、住房公
积金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 编   号 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905111－304 传真号码 5905114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doker.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市场部经理 1
市场营销或广
告策划

大专－本科 3000+2年以上的市场策划经验，1年以上的部门主管经验

厦门读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洪先生

前埔西路侨福城侨兴里26号小金星大厦3F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市2007年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交流大会职位信息
宜展电子(厦门)有限公司

吴美丹

厦门思明软件园创新大厦A区503#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具备软、硬件等网络产品知识，具备DIY动手能力，并有局域网维护经验；
2、2年以上程序编写\软件设计经验，有实体作品优先；
3、熟练应用C/JAVA等软件开发工具，开发语言；
4、熟悉Windows\Linux操作环境，掌握Linux下C/C++编程；

年龄23岁至33岁  
工作方式全职

1、对工作站其应用有良好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2、嵌入式系统、工业自动控制专业；有C语言、嵌入式软件设计经验；
3、能看懂PCB电器原理，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4、熟Windows,Linux作业系统，掌握C\Java编程语言；
5. Linux app. / device program / Java program；
6. Windows ActiveX / com. Program；
7. 懂 TCP/IP protocol - SNMP / UPNP / RTSP or SIP优先。

1. 对笔记本或台式机或工作站其应用有良好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2. 
具备软、硬件等网络产品知识，具备DIY动手能力，同时熟悉多种类型计算机者优先
;
3. 3年以上软件设计经验的经验，有实体作品优先;
4. 熟悉C /JAVA等软件开发工具, 开发语言;
5. 熟悉Linux操作环境，掌握Linux下C/C++编程;
6. 了解SATA/SCSI/RAID磁盘阵列优先 ;
7. 熟windows, Linux 作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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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部经理 1 营销相关专业 大专－本科
3000+及团队抽
成

net高级程
序员

1 计算机相关 大专－本科 3500+

c++高级程
序员

1 计算机相关 大专－本科 35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905111－304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doker.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总监 1
市场营销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5000元+ 提成

系统分析师
或产品构架

师
1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5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8839 传真号码 571583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admin1@xmset.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营销副总 1
电子、机电、
自动化等理工
科专业

大专及以上 年薪10～15万元

设备部经理 1 自动化专业 大专及以上 男性 3000以上

厦门市嘉禾路598号佳益工业园二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英语达6级以上，有一定的口语能力；有5年电子元器件销售管理经验为佳，3年以上
销售带队经验，要求对全球电子行业有较多的了解；公关协调能力强；有能力带领
十几名销售精英。

   
熟悉工治具设计制作，具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部门经理级管理职位工作经验至
少年3年以上

拥有丰富的管理软件销售经验相关管理软件销售工作经验三年以上，出色的谈判能
力、熟练的英语交谈、读、写能力，熟练掌握各种现代化管理技能，执行能力出色
，坚决贯彻公司的各项战略、策略及行动计划，IT行业丰富的管理经验，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和出色的预测、决策能力，良好的团队建设能力，人际关系

精通Lotus与.net技术有大型软件开发经验，熟悉各种常用软件开发工具及大型分布
式应用架构，熟悉大型数据库应用和管理。有大中型软件开发项目的总体规划、方
案设计和开发实施的成功案例，熟悉软件工程思想及相关主流建模、配置和管理工
具，有项目管理相关认证。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钟琳

厦门思科达软件有限公司

戴苏玫

厦门湖里大道46号兴湖商务大厦5E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销售经验，2年以上部门主管经验

2年以上的程序开发经验,有程序员证书

2年以上的程序开发经验，有程序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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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部经理 1
机电、电子类
工科专业

大专及以上 男性，30-38岁 3001以上

财务部副经
理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女性，25-32岁 3002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 编   号 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8880 传真号码 603819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oyce.xu@bourns.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制程工程师 2 机械 本科以上 3000以上，面谈

品管系统工
程师

1 机械、电子 本科以上 3000以上，面谈

进料检验工
程师

1 机械、电子 本科以上 3000以上，面谈

品保工程师 1 机械、电子 本科以上 3000以上，面谈

1) 本科以上学历,电子或机械等工科毕业.
2) 三年以上进料检验及供应商质量控制实务经验.
3) 具有度量衡知识与经验,了解GR&R, 熟悉抽样计划.
4) 具有辅导供应商提升品质之能力, 能推动矫正行动及改善专案.
5) 熟悉掌握各种质量工具(SPC/FMEA/QC plan).
6) 熟悉PCB制程与品质控制为佳.
7) 熟悉ISO9000体系, 有TS16949体系经验为佳.
8) 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听说能力佳者优先。

1) 本科学历,电子或机械等工科毕业.
2) 两年以上现场质量问题解决及改善实务经验.
3) 熟悉掌握各种质量工具(SPC/FMEA/QC plan).
4) 具有8D实际作业能力
5) 熟悉ISO9000体系,有TS16949体系经验为佳.
6) 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听说能力佳者优先。

厦门市湖里区火炬园光耀楼4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 本科以上学历，机械类专业毕业。
2) 熟悉 TL9000或TS16949 等品质管理体系。
3) 2年以上电子厂制程管控经验。
4) 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听说能力佳者优先。

1) 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系毕业；
2) 熟悉TS16949或QS9000体系；
3) 2年以上内部稽核计划制定和执行经验；
4) 有供应商管理或制程管理经验者优先；
5) 良好的英语读写能力，听说能力佳者优先。

   
精通ISO9001质量体系及环境体系和社会责任的相关审核,具有全面统筹品管部的能
力和较强的部门沟通与协调能力，具备品质管理专业知识。3年以上制造业品管部经
理岗位工作经验，有日资企业工 作经验优先。

    
熟悉了解税法政策，对税收策划有一定的经验；熟悉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能灵活
运用及开展相关工作；性格开朗、沟通良好、社交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气质。有工
业企业会计、项目申报、企业融资的相关验者为佳。

厦门柏恩氏电子有限公司

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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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85488 传真号码 560653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ychenxm@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市场营销总
监

1 市场营销专业 本科以上 5000以上+提成

金融财务分
析师

1
财经/金融专

业
本科以上 5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 编   号 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515160-172 传真号码 251515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atkin@chixm.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NET系统研

发工程师
2 计算机 本科~硕士

6万/年以上     

社保，生日、结
婚、生育礼金，
旅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 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学历或以上，从事软件项目规划和开发3年以上；
2、 两年以上NET开发经验；
3、 精通微软.Net FrameWork，练使用C#/ADO.Net/ASP.NET/.Net 
Remoting/IIS/C++
4、 熟知MDA/DDA模型驱动架构；
5、 熟悉关系型数据库技术MS SQL Server/Oracle/Sybase；
6、 精通多线程编程原理；
7、 精通WinSocket API，能进行多线程的WinSocket编程；
8、 参与或完成过ERP软件的C/S或者B/S三层式开发架构的规划与系统实践；
9、 
参加过两个以上大中型软件开发项目(项目工时20人月以上)，有较强的分析设计能
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10、精通软件开发过程规范，有很强的软件开发过程评估和控制能力,有良好的代码
书写规范；
11、逻辑思路清晰，工作认真负责，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客户沟通交流能力。    
符合以下条件优先：- 掌握CMMI体系项目管理及软件工程规范。

厦门正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黄楚芝

厦门市珍珠湾软件园华讯楼4楼

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工业园55号(思明光电大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具有5年以上市场部门实际销售经验及管理经验； 
2、拥有优秀的市场扩展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及团队建设能力； 
3、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操守，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具有较强的工作责
任心和事业心； 

1、5年以上金融相关工作经历，有融资渠道及成功融资经验；                 
2、具备丰富的银行、财务、税务、法律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3、 
具有丰富的财务知识和项目评估知识，可独立进行市场调研，能够撰写项目可行性
报告及项目建议书； 有上市公司财务分析经验者优先。  

厦门先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陈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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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架

构工程师
2 计算机 本科~硕士

6万/年以上     

社保，生日、结
婚、生育礼金，
旅游 

福建直销经
理

1
计算机、信息
管理等相关专
业

大专~本科

8万/年以上     

社保，生日、结
婚、生育礼金，
旅游 

ERP软件实

施顾问
2

计算机、信息
管理等相关专
业

大专~本科

4万/年以上     

社保，生日、结
婚、生育礼金，
旅游 

售前顾问 2
计算机、财务
管理等相关专
业

大专~本科

4万/年以上     

社保，生日、结
婚、生育礼金，
旅游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16777 传真号码 561832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office@chinadsc.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东渡路258号银龙大厦6楼

1、1年以上企业实务经验及2年以上ERP软件实施经验（或者2年以上企业实务经验

及1年以上ERP软件实施经验；

2、具有完整的企业管理理论知识和经验，熟悉相关MRP、ERP产品使用；

3、具有较强的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计算机相关知识，有大中型企业(含外资企业)
制造和物流实务经验者优先；
4、较强的项目控制能力，组织策划与授课能力。 

1、工商管理、财务管理或信息管理专业毕业，有一定财务/生产管理的工作经验；

2、较强的计算机知识，至少熟悉操作1种ERP软件；

3、丰富的授课经验；

3、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语言沟通能力；

5、有从事ERP培训教师、实施工程师者优先。 

厦门大顺集团有限公司

廖婉婷

1、有强烈的进取心, 勇于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必备)；
2、逻辑思路清晰, 能顺畅的进行沟通协调, 文笔通顺(必备)；
3、从事ERP或企业管理软件项目规划和开发2年以上(参加过3个人，2个月以软件开

发项目的经验)  ；
4、2年以上.NET开发经验，精通.Net FrameWork；
5、对目前两个或以上的主流的关系型数据库有深入的了解(MS SQL 
Server/Oracle/Sybase/MySQL/DB2)；
6、具备较强的系统设计、分析能力, 
清楚了解对ERP系统3个以上模块的业务逻辑(如进销库、财务、生管、CRM、HRM
等)；
7、有过Delphi开发经验者优先；

8、以上条件可不全部满足，但包含必备的条件最少具备4项。\

1、2年以上ERP软件销售经理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业绩经历；

2、熟悉福建省的市场环境，优秀的市场规划和销售管理能力；

3、优秀的销售和谈判技巧；

4、优秀的团队领导和组织能力，对下属培育与塑造的能力；

5、形象端正，气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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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集团财务主
管

1 财会专业 大专-本科 30-40岁 年薪3-6万元

集团高管 1
经管/工商/物

流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8-12万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85551 传真号码 528607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e-home@e-home.cc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品牌经理 1
广告/大众新
闻传播

本科以上

具备策略性思考头脑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创意思维及逻辑思
维能力强，具备团队
管理能力，具有出色
提案能力和沟通技巧
，有大型相关策划实
务操作经验及成功品
牌策划案例

4000+提成

营运部经理 1 经济管理 本科以上

有连锁专卖店实际管
理工作经历，能统筹
安排部门工作，配合
上级，心态平稳，能
适应短期外派工作

3000+奖金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企业 编   号 1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90721-126 传真号码 579053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huling-xu@chn.ymgt-co.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厦门市钟宅金中源工业区金展源一号

熟悉家居品牌操作与整合、品牌推动模式，三年以上品牌家居销售运作与管理经验

具有敏锐的市场观察力，从事营运工作三年以上

山形(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徐淑玲 经理

厦门宜室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Nana/张

厦门金尚路127号凌霄大厦1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会计师；3-5年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相关经验

中级职称；3-5年大中型企业相关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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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企 编   号 1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99068 传真号码 221861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ily@mchem.net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不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中方财务总
监（副总裁

）
1 会计 本科-博士研究生 33岁以上

五天工作日，社
保齐全，待遇丰
厚。

采购主办/
经理

各1
名

不限 大专-博士研究生 28岁以上
五天工作日，社
保齐全，待遇丰
厚。

3000以上

3000以上

1、财务管理、会计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会计师以上职称；

2、8年以上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领导岗位工作经验，熟悉房工厂、外贸财务管理

工作，熟悉中国、国际会计法规、准则及税务法规，熟悉融资相关业务；
3、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熟练掌握财务软件和办公软件运用，熟悉财务信息管理系

统；
4、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管理能力，工作态度积极、务实。 

5、英文应用熟练。（能与合资方印籍CFO共同办公） 

1、医药化工行业，具备国际贸易经验优先；

2、从事采购工作5年以上，有相关化工采购经验优先；

3、具备一定的英文应用能力，英语四级；

4、有管理经验者可应聘采购经理；

5、能适应出差工作，积极踏实，有活力；

6、性格开朗，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及谐调能力；

厦门迈克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部-王艳丽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81号光大银行大厦20层(361004)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5-
40岁；归国留学人士
尤佳

生产经理 1
工商管理、印
刷

本科以上 熟悉印刷企业生产管理，至少5年以上印刷企业生产管理经验 30-40岁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销售经理 1
电子、营销、
MBA

本科以上 擅长市场开发营销，对市场、客户开发有独到见解，熟悉电子行业并有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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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经
理

1
人力资源或企
业管理相关专

业

本科-博士研究生 29岁以上
五天工作日，社
保齐全，待遇丰
厚。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企业 编   号 1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33183、186、188 传真号码 653318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iamenjiyou@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发工程师 2 高份子材料 本科 不限 3000

业务员 数名 不限 大专 不限 3500

副总经理 1 企业管理 大学 不限 45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11111-566 传真号码 651363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师或高
级技术类相
关岗位

2 化学类相关专
业

本科（含）以上
4000元以上，5
000元以下

工程师及相
关岗位 3 生物工程或相

关专业

生物工程或相关
专业 本科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六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有五年贸易经验，对塑料行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有现场管理及顾问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金达威维生素股份有限公司

王华娜

海沧新阳工业区新康路9号新辉明印务大楼五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注塑改性三年以上相关经验

1、五年以上大中型外企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熟悉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2、具备人力资源规划、开发、管理实战经验和扎实的人力资源理论知识；

3、对不同企业的绩效、考核、薪酬、培训、福利等有深入了解且能建立和完善相关

制度体系并实施；
4、较强的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出众的领导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5、英文水平佳。 

厦门集优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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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 2
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或相关
专业

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或相关专业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高级技术类
相关岗位

2 生物工程或相

关专业
本科（含）以上

5500元以上，6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27866 传真号码 56278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工艺工
程师

5 工艺 包装及工艺相关
专业本科学历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供应链总监 1 物流相关专业
物流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病理医
师

1 临床医学

本科毕业，有5年
以上三级医院临
床病理诊断经验
；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软件开
发工程师

3 计算机相关专
业

全日制本科毕业,
三年以上实战经
验（知名大学专
业能力优秀的应
届毕业生亦可）
，CET-6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开发工
程师

5 计算机或相关
专业毕业

大学本科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1、临床医学本科毕业，有5年以上三级医院临床病理诊断经验；

2、有执业医师证书；副高以上职称更佳；

3、男女不限；

4、可以安排到协和医院进修。

职位一 

1. 精通C/C++使用，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2. 具有编写技术文档的能力与习惯；

3. 肯努力钻研,能吃苦；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技巧。

职位二
1. 精通C/C++使用，熟悉图像处理，良好的编程习惯；

2. 熟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有成像系统或多媒体开发经验；

3. 肯努力钻研,能吃苦；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技巧。

1.英语水平良好,有一年以上的开发工作经验;
2.熟悉计算机硬件结构,Firmware和驱动系统;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包装及工艺相关专业本科学历 

英语四级以上,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物流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有物流管理3年以上工作经验

五年以上工作

六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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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法务专
员(知识产
权)

1 法律专业 法律专业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塑件设计工
程师

2 机械机电相关
专业

大专及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结构设
计工程师 2 机械相关专业 大专/本科及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工业设
计师

2 艺术设计类专
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5000元以上，55
01元以下

高级生产计
划经理

1 生产管理相关
专业毕业

本科及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电子工
程师

2 光机电相关专
业

光机电相关专业 

大专\本科及以上

学历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博士后 2 光机电相关专
业

博士后,有相关的
研究和工作经验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机械设
计工程师

2 光机电相关专
业

大专\本科及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高级产品运
营经理

2 不限

显微镜高级产品
营运经理。要求
硕士以上文凭，
博士，博士后优
先。

6000元以上

行政人事总
监

1

行政管理、工

商管理、企业
管理、公共管

理专业毕业

硕士以上文凭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16777-3006 传真号码 52009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体育路４５号

负责本公司内部行政人事事务管理，对外联系，项目申报事宜及行政事务宏观规划
等。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CET-4以上者优先考虑；
仪表端庄，沟通协调能力强，处事聪明，细心周到，文笔佳，语言表达能力好；
大中型外资生产制造型企业、综合型知名企业3年以上行政人事管理经验，至少2年
以上同职位工作经验，有光学仪器制造业工作经验者佳；
对行政人事管理工作有独特的见解，具有圆融的交际能力

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博士后,有光机电相关的研究和工作经验

3年相关工作经验

显微镜高级产品营运经理。要求硕士以上文凭，博士，博士后优先。 有有3-
5年从事显微镜产品运营管理经验。有共聚焦显微镜、激光切割显微镜相关经验尤佳
！

3年相关工作经验

3年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良好的设计能力及手能力,熟练运用相关设计软件,对产品设计有自己的见解,善
于沟通,勤于思考,主要负责软件产品界面、图标及相关平面设计，产品宣传样本资料

及FLASH设计，网页设计。有一定的外语基础，能掌握基本的沟通技能。有2-
3年的工作经验，有工作成果，有知名企业或设计公司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3年以上大型制造企业生产计划经理相关经验

本科以上3年以上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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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薪酬待遇 

注塑工程师 5

精细化工、化
学工艺、塑胶
成型、高分子

材料等化工高

分子类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元以上，4
000元以下

真空镀膜工
程师

3

精细化工、化
学工艺、塑胶
成型、高分子

材料等化工高

分子类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硬件工程师 10 电子类、自动
化类、通信类

本科以上学历，
中级职称

4000元以上，5
000元以下

软件工程师 15 计算机类,通信

类,电子类
本科以上学历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结构工程师 10 机械类，工业
设计类

本科以上学历
4000元以上，50
01元以下

营销项目经
理

3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73297 传真号码 223543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２４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电路设计、PCB 
LAYOUT、RF、基带等）经验，较好的英语读写能力。熟练使用Protel、PowerPCB等相关软件。

三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熟悉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熟练掌握C/C++/JAVA/.NET/汇编等语言，熟悉SQL 
SERVER/ORACLE开发。较好的英语读写能力。职位一 
1. 精通C/C++使用，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2. 具有编写技术文档的能力与习惯；
3. 肯努力钻研,能吃苦；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技巧。
职位二
1. 精通C/C++使用，熟悉图像处理，良好的编程习惯；
2. 熟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有成像系统或多媒体开发经验；
3. 肯努力钻研,能吃苦；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技巧。

三年以上结构或外观设计工作经验，熟练使用ProE、AutoCAD、Photoshop、Rhino等相关软件。

理工科专业背景，3年以上营销、管理工作经验，有一年以上海外工作、学习、生活经验者优先。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本科以上学历 3年以上塑胶成型工作经验,精通塑料成型工艺和设备原理，CET-
4以上。

1.3年以上真空镀膜技术工作经验
2.熟悉相关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3.独立设计开发各种镀膜治夹具
4.良好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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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程师 5

建筑电气，计
算机，电子，
电气，自动化
等与智能化相

关专业均可。

大专以上，助理
工程师以上称职
，具有一级项目
经理证或建造师
证。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4888-828 传真号码 580961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28-35 月薪7000以上
技术总监(C
TO)

1
计算机/通信/
理工科

硕士以上

25-30 月薪4000以上

FPGA编程工
程师

1

软件测试人
员

1 计算机 本科以上

计算机 本科以上

月薪5000以上
嵌入软件工

程师
1 通信/计算机 本科以上

25-35 月薪5000以上

职位概要:全面主持公司研发与技术管理工作，规划公司的技术发展路线与新产品开
发，实现公司的技术创新目标。  
培训经历:  
◆受过战略管理、项目管理、创新管理、合同法等方面的培训。  
经 验:  
◆在行业领域有5年以上研究开发及项目管理的工作经验。技能技巧:  

精通行业内的最新技术方法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25-35

良好的敬业精神,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1) 必须具备Linux下C, embedded C 编程经验；  
2) 具备相关嵌入式软件的设计和编程经验；  
3) 良好的英语读写能力；  
4) 
以下经验者优先：A)熟悉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过程；B)从事过嵌入式相关软件开发
；
1、熟练掌握HDL语言编程，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熟练使用Altera或其它厂家FPGA芯片。  
3、熟练掌握网络协议有相关编程经验。  
4、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能够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勤于思考，具备较
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职位描述:负责项目的软件功能，性能测试、测试用例的编写、测试项目管理。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三年软件测试工作经验的可放宽学历要求。  
2、工作认真、细致、耐心、负责、上进，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熟悉软件测试过程，具备软件开发的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和发现问题
的能力。4、能够熟练正确地撰写测试用例和测试报告，掌握常见的软件测试方法和
测试工具。 
5、要求有较好的文字表述能力，具有撰写软件产品使用手册的经验。  
6、熟悉模拟/数字电子技术，熟悉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具有一定的硬件设计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的优先考虑；

具有项目管理实践经验，熟悉智能化相关系统，具有敬业与团队精神。

厦门福信光电集成有限公司

湖里区火炬园开发区华联大厦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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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经营 编   号 1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311888-1599 传真号码 63158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sq0806@tom.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储备干部  
（总经理室

）
5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1、男，3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机械五金电子相关专业；2、8年以上制造业工作
经验，5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3、沟通协调能力优秀，抗压力强；

厦门钢宇工业有限公司

江小姐

厦门海沧区东孚大道199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月薪4001以上

技术支持人
员

2 计算机 本科以上 25-30 月薪3000以上

职位描述:为客户及相关人员提供与公司产品相关的技术支持及技术服务。  
培训经历： 受过项目管理、市场营销与产品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技能技巧：  
* 熟悉企业产品结构、性能、机理、使用方法等；  
* 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工作经验；  
* 能独立解决产品使用相关问题。

电信网管软
件Java开发
工程师

2 通信/计算机 本科以上

23-28

23-29

月薪4000以上

AOI软件工
程师

1

AOI软件测
试人员

1 计算机 本科以上

计算机 本科以上 25-30 月薪5000以上

◆精通行业内的最新技术方法；  
◆能够把握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和业务发展动向，对关键技术有自己独到见解；  
◆有很强的创造能力、拓展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与项目管理能力；  
◆熟悉企业产品结构、性能、机理、使用方法，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工作经验

职务概要：从事大型软件中多个模块的开发、测试、维护；协助开发应用软件的用
户界面。任职资格：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或电子工程专业，有windows用户界面编
程、图像采集处理或者python编程语言者优先

1）建立软件测试规范、系统、和方法。  
2）参与软件测试。有1年以上大型软件工作测试经历。有较好的协调能力

岗位相关要求：  
1、具有通信网管软件开发经验者优先。其中：界面开发：具有网管Java 
GUI界面开发经验，熟悉拓扑界面开发技术。Server端开发：具有基于Java平台的
网管开发经验。熟悉：AdventNet WebNMS，Spring Framework/JBoss/Weblogic, 
Hibernate等技术中至少一种以上技术。 
2. 具有1年以上的软件开发经验，1年以上分析和设计经验。  
3、熟悉面向对象的设计和编程，熟悉运用UML设计工具  
4、具有软件开发管理经验，熟悉CMM流程者优先。  
5、具有SNMP网管开发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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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3
英语或机械相
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品管部高级
主管

1 品质管理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研发部高级
主管

1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高级研发工
程师

2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工业设计师 2
机械设计与制
造、工业美术
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研发工程师 3 机械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塑胶模设计 2 模具设计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包装工程师 2
包装设计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1、性别不限，25-
3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包装装饰设计专业；2、具有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
练掌握ArtiosCAD软件及相关软件；3、肯吃苦，抗压力强；4、工作内容：具体负责
新产品的包装设计。

大专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机械相关专业，五年健身器材研发工作经验，二年
以上健身器材研发管理经验。

1、28-35岁，大专以上学历；2、五年以上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经验；3、熟练使用Pro-
e和Photoshop软件，并具一定的美术功底；4、能吃苦，具团队精神

大专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机械相关专业，五年健身器材研发工作经验

1、男女不限，25-
45岁，大专以上学历，机械相关专业。2、五年以上塑胶模设计经验。3、熟练使用P
RO-E、SOLIDWORK软件。有气辅设计经验者优先考虑。

1 女性，26年岁以上，1.65米以上，本科以上文化；2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英语六级以上，口语流利，有机电类相关知识，能翻译工程类
英文数据；3 性格开朗，沟通协调能力强。4.有外资制造业经验优先.

1 男性，30-45岁，大专以上学历；2 五年以上健身器材行业质量工程师经验；3 
有良好的质量策划能力，精通测量分析及质量改进控制，精通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能吃苦，耐压力强；4 有良好的英文功底，可流利的英文对话。。

1、男，3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专业；2、会使用AUTOCAD、3D等相
关设计软件，懂产品设计；3、具有十年以上研发工作经验，具有相当的管理协调能
力；4、耐压力强，有健身器材行业经验者优先

Page 14 of 166



储备干部  
（研发方向

）
1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ERP高级工
程师

1
计算机应用相
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机械工程师 5
机械设计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电器设计师 1
电子电气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稽查组长 1
法律或企业管
理

中专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01386 传真号码 530138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播音员 2 相关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
6000元以上

经营人才 2 大学本科以上 大学本科以上 6000元以上

主持人 2 相关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 6000元以上

大专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机械相关专业，五年以上健身器材研发经验，二年
健身器材研发主管工作经验

1、计算机或信息管理专业，本科以上，3年以上大中型制造企业ERP项目实施或维护
经验 
。2、具备较强的数据库开发应用和项目管理能力，熟悉数据库编程PL/SQL/ORACLE
。3、对企业信息化的规划与应用有充分理解，熟悉ERP在企业的应用流程。4、较好
的逻辑分析能力，曾经担任过大型项目或者产品的技术架构师或者技术负责人。5、
有健身器械、五金行业经验或有企业ERP系统成功导入者优先考虑。

1、性别不限，2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机械相关专业。2、五年
机械产品研发工作经验。3、沟通协调能力优秀，抗压力强。4、有健身器械、五金
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1、性别不限，30至40岁，本科以上电气专业。2、熟练掌握强电路设计理念，三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有健身器械、五金行業經驗者優先考慮。

湖滨北路123号

在地区以上、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在地区以上、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学本科以上 具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经验

1、男,30-
4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五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熟悉制造型企业相关作业流程。2
、为人正直,公正无私,具良好语言、文字表述能力,逻辑思维与推理判断清晰,对公
司忠诚,爱岗敬业。3、有企业稽查工作经验、法律专业、军转干部优先考虑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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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2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106688转249、248 传真号码 610667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hongf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TS16949质
量高级工程

师
1

机械或电子类
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继电器（低
压电器）产
品设计师

5
电机电器、电
气自动化等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精密冲压工
艺师

1 机械或模具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继电器工艺
工程师

2
机械、电子、
自动化或焊接

本科以上 40岁以下 3000以上

机械设计工
程师

2
机械设计及制
造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电气设计工
程师

2
电气自动化或
电子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精密模具设
计师

2 机械或模具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半导体工艺
工程师

1 物理或微电子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高级模具钳工 2 机械类专业 中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高级精密磨
工

1 机械类专业 中专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

厦门集美北部工业区孙坂南路91-101号

厦门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黄先生、汪女士、冯小姐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高级以上职称，10年以上大中型制造企业质量管理经验，精通TS16949汽车行业质量
管理体系，英语说写流利。能准确把握质量管理的精髓及其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
组织管理能力并取得相应的质量管理成果。

中级以上职称，10年以上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等低压电器独立的设计经验，具
有突出的技术创新成果，曾获得本领域设计专利或省级以上新产品或技术进步奖。

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精密冲压工艺工作经验，熟悉高速精密冲床设备，熟悉模具
结构，掌握质量管理标准和手法。

中级以上职称，8年以上低压电器工艺工作经验，熟悉低压电器装配制造技术，知识
面广，精通低压电器装备制造领域某项技术，如装配、焊接、点胶等，具有较强的
技术创新能力。

10年以上机械设计经验，5年以上非标设计经验，能独立完成总体及零部件设计，精
通PLC，掌握一种三维软件，有突出的技术成果。

5年以上电气设计经验，精通VB、VC等高级语言，可独立胜任完成非标设备的电气控
制设计。

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外资企业精密模具（注塑模或冲压模）设计开发经验，熟悉
金属材料或塑料性能，熟悉先进的模具加工设备和工艺，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突出的技术创新成果。

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半导体工艺工作经验，熟悉智能化技术及新型电子、电力电
子器件加工技术，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高级技师，8年以上模具钳工工作经验，精通精密注塑模或冷冲模加工制造。

高级技师，5年以上外资企业精密磨床操作经验，精通坐标磨床或精密光学曲线磨床
操作技术，熟悉设备，对模具材料及加工有较深刻了解，操作技术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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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机电维
修

2 机、电类专业 中专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21

联系人  6298298 传真号码 615014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金属材料研
发高级工程
师

1
金属材料、粉

末冶金、材料

学

博士学历或高级
工程师职称

6000元以上

新材料研发
高级工程师 1 材料学

博士学历或高级
工程师职称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办 编   号 2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768688 传真号码 77685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hts@si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院长 1 管理类 本科以上学历 60岁以下 3000以上

教学副院长 3 管理类 本科以上学历 60岁以下 3000以上

人事处长长 1
人力资源、行
政管理类等

本科以上学历 45岁以下 3000以上

专业带头人 16

管理类、财经
类、语言类、
商务类、模具
机电类、计算
机类

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
岁（特殊情况可适当
放宽）

3000以上

高级技师，5年以上工作经验，从事非标机械电气维修工作三年以上。

厦门市翔安区文教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集美北部工业区连胜路339号

洪云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掌握金属材料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金属材料最新研究动态、生

产技术和发展趋势；
2、至少具有两年以上钨钼材料研究或相关产品开发工作经验；

3、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能独立承担和完成重大研究课题或科技

攻关项目。

1、掌握金属材料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金属材料或新型材料的最新

研究动态、生产技术和发展趋势；
2、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能独立承担和完成重大研究课题或科技

攻关项目； 

3、具有两年以上新材料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副教授以上职称，有多年高校教学和系部管理经验。

有三年以上高校人事处相关职位管理工作经验，精通招聘、培训、薪酬福利、绩效
考核等制度设计，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文笔佳。

副高以上职称，近年来独立完成过所从事学科的研究性专著；本学科造诣较深，有
组织并带领团队主持重大课题研究的经验和能力；能引领学科方向和指导专业建设
；能主持各级科研项目。

教授，有多年高校相关管理经验，五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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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20

管理类、财经
类、语言类、
商务类、模具
机电类、计算
机类

本科以上学历 25～50 3000以上

实验操作工
人

20 工科类 大专以上学历 28～45 3000以上

董事长秘书
兼团委书记

1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30～45 3000以上

物资资产运
营处负责人

各1 经济类 本科以上学历 30～45 3000以上

品牌战略策
划负责人

1
传媒或艺术设
计

本科以上学历 30-45 3000以上

物业公司负
责人

1 管理类 本科以上学历 30-45 3000以上

学生处副处
长

3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30-45 3000以上

基建处主任 1 土木工程 本科 40～50 3000以上

基建常务顾
问

1 土木工程 本科 40～50 3000以上

基建总工程
师

1 土木工程 本科 40～50 3000以上

土建预算员 1 土木工程 大专 28～38 3000以上

安装预算员 1 土木工程 大专 28～38 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2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151888-2101 传真号码 668632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集美北部工业区天凤路69号

五年以上工作经验，二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经历；有企业融资经验、设备管理和一
定的融资渠道；对资金运营有丰富实践经验，对项目发展有统筹能力；拥有较为广
泛的社会及行业人脉关系及出色的沟通与说明技巧。

具有较强的组织多媒体、各类平面设计及创新能力；懂品牌推广，具备良好的现代
市场营销运作理念；具有传媒或品牌策划5年以上实践工作经验者或有成功的策划案
例为证者优先考虑。

要求责任心强，形象气质佳，有敬业精神，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基础
；持有中级以上职称及从事高校教学二年以上经验者优先考虑；本科要求二年以上
工作经验，应届优秀研究生可考虑。

工程师职称，15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通盘组织与控制能力强，作风正派，有团队
合作精神。

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作风正派，稳定性、责任心强。

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作风正派，稳定性、责任心强。

具有财务计划和管理、成本控制操作经验，对物业招投标有实践操作经验，较强的
协调内外关系能力，熟悉日常行政后勤管理流程。

中共党员，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组织协调和策划能力强，有三年以上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经验。

副高职称，15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通盘协调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工程师职称，15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通盘组织与控制能力强，作风稳健，协助基
建办主任工作。

有五年以工上作经验，表达能力强，持有高级证以上从事资格证，电焊工、机床操
作、车工、铣工、刨/钻床或数控操作等工种。

中共党员，具有良好的沟通和社交能力，组织协调和策划能力强，文笔佳，有3～5
年团委书记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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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注塑资深改
善工程师

2 机械或模具或

塑料工程专业
大专以上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电镀设备资
深工程师

2 机械相关专业 大专学历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电镀IE工程
师 2

工业工程或表
面处理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模具资深工
程师

5
模具设计或机
械设计制造专
业

大专以上学历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电镀PVD工

程师
2 表面处理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电镀研发资
深工程师

3 表面处理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6000元以上

研发项目主
管

2 机械类 本科以上学历 6000元以上

资深设计工
程师

3 机械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2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937750 传真号码 553407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院长助理1
名

1 医学专业
本科以上 

中级职称以上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药械科学科
带头人

1 药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放射科学科
带头人

1
医学影像或临
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人力资源总
监1名

1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中级职称以上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厦门莲花医院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莲花北路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二甲医院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电镀行业研发工作6年以上经验

五年以上塑胶行业经验

六年以上产品设计经验，有卫浴行业经验优先；

五年以上电镀行业设备维护保养经验

三年以上电镀行业经验

1、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塑胶成型工艺及塑胶材料特性;
2、熟练运用PRO/E、AUTOCAD等相关设计软件；
3、熟练塑胶模具设计及模具评审；
4、具卫浴行业经验优先；

四年以上PVD电镀工作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五年以上塑胶模具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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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学科
带头人

1 医学检验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护理部主任 1 护理
本科或主管护师
以上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创伤外科学
科带头人

1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财务总监1
名

1 财会专业
本科以上 
中级职称以上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手外科学科
带头人

1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消化科学科
带头人

1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普外科学科
带头人

2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心血管内科
学科带头人

1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门诊部学科
带头人

1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行政总监 1 管理专业
本科以上 
中级职称以上

5500元以上，60
00元以下

职业院长1
名

2 MBA或EMBA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6000元以上

妇产科学科
带头人

2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6000元以上

B超室学科
带头人

1
医学影像或临
床医学

本科以上 
高级职称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合资企业 编   号  2007-3-1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39706 传真号码 -55327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easepal.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吴天语

 厦门市思明区龙山南路18号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5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二甲医院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Page 20 of 166



企业管理部经理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30-45周岁 月薪5000元以上

绩效管理主管 1
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

本科及以上 26-35周岁 月薪3500元以上

研发经理 1
机械、电子或
机电相关

大专及以上 30-45周岁 月薪6000元以上

高级电子工程师 3 电子类 大专及以上 27-42周岁 月薪4500元以上

高级结构工程师 3
机械、机电一
体化、模具设

计专业
大专及以上 27-42周岁 月薪4500元以上

工程高级经理 1
机械、机电一
体化、冶金相

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38周岁以上 月薪6000元以上

装配工艺顾
问师

（兼职）
1

机械、机电一
体化、冶金相

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上 面议

高级结构顾
问师

（兼职）
1

机械、机电一
体化、五金相

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上 面议

1、具有10年以上相关技术管理工作经验；
2、人品端正，工作态度良好、责任心强；
3、有丰富的工厂IE指导或管理经验；
4、有丰富的机械工厂技术，工艺异常解决能力强。

1、具有10年以上相关技术管理工作经验；
2、人品端正，工作态度良好、责任心强；
3、对机械传动原理、塑胶材料及结构有深入的研究；
4、有从事齿轮传动、重建结构等相关产品生产、工艺经验。

1、人品端正，良好的工作态度，有吃苦、进取、献身精神，高度的责任心；
2、具有10年以上按摩或塑胶器材、塑胶结构产品、小家电研发设计或验证工作经验
；
3、对机械传动原理有深入研究，对塑胶材料及结构有深入研究。

1、具有5年以上大型制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其中2年以上专门从事绩效管理工
作，有建立绩效管理体系的实际经验，擅长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
2、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具备较强的执行力，有团队合
作精神。

1、具有8年以上设计开发及管理工作经验，有按摩产品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2、懂
得pro/E、AutoCAD或EDA等设计工具，熟悉产品的基本结构、性能等，具备很高的
管理水平和才能；
3、熟悉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技术管理体系；有项目管理经验丰富者优先。

1、具有5年以上电子类产品开发设计经验，有按摩产品行业开发经验者优先；至少
熟悉一种EDA工具，有较好的动手能力；
2、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强烈的责任感，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心理素质好
，能承受工作压力。

1、具有5年以上机械、结构设计经验，有按摩产品行业开发经验者优先；熟练使用p
ro/E、AutoCAD设计软件，熟悉五金、塑胶、注塑、压铸、机加工等多种工艺，有比
较扎实的机械基础知识；
2、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

1、具有6年以上集团公司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或者知名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经验，
对民营制造型企业有较深的了解；有较强的企业管理技能，精通集团公司管控、经
营分析、公司流程管理，计划、组织能力强；
2、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良好的统筹协调能力和执行力，良
好的管理策划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3、有项目管理工作经验优先，有推动企业管理方案的实施相关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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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2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88777 传真号码 268890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厦门南祥税
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3 从事涉税业务
本科以上或者有

注册税务师证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台资企业 编   号 2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16578-6106 传真号码 521691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qxhr@everesports.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发工程师 3
机械设计与制

造相关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25-40岁 5000-10000

工艺工程师 3
机械制造相关

专业毕业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25-35岁 3000-5000

机电工程师 3
机电相关相关

专业毕业
大专以上（含大

专）
25-40岁 5000-10000

水电工程师 1
电气工程与自

动化相关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25-40岁 5000-10000

标准化工程师 1
机械制造相关

专业毕业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35-40岁 3000-5000

高级秘书 1
中文、企业管
理等相关专业

毕业

本科以上（硕士
研究生优先）

女，27-35岁 3000-5000

高级专员 1
企业管理相关
专业毕业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28-35岁 3000-5000

现场管理干部 5
机械、电子与

机电相关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30-40岁 3000-5000

厦门南祥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鹭江道268号远洋大厦25楼CF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三年以上

厦门群鑫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课  游永腾

厦门市湖里区高林工业区

有两年以上生产现场部门主管经验；有电动跑步机组装流水线管理经验者优先。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运动器材设计相关经验；熟练操作Pro/E、AutoCAD、SolidWorks等设计软件；熟

悉PhotoShop、3DMax等设计软件。

熟练使用CAD软件；机械制造工艺基础扎实；有丰富的机械产品设计经验；有机械

制造企业组长以上管理经历。

具备微型发电机设计基础；具有机械制造工艺经验；有汽车电气设计经历；能独立
进行新式电磁式磁控轮设计。

具有丰富的高低压配电规划及设计经验；丰富的工厂给排水规划及设计经验；有工
厂供电、给排水施工管理经验；熟练使用CAD及常用办公软件。

熟练使用AUTOCAD绘图软件；能够独立进行非标设计（不包括电气部分）；能胜

任冷冲模具、焊接夹具、机加工等标准化编制及修订；工装设计。

三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英语六级以上，口语流利；写作、表达能力强。

熟悉企业QS9000 及ISO9000体系推行、有企业经营规划经验； 

熟悉公司制度及体系文件的拟定；有ERP或MRP推行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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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工程师 1
土木工程与建

筑相关
大专以上（含大

专）
男，30-50岁 5000-10000

英语培训讲师 1
英语相关专业

毕业
本科以上 女，25-30岁 3000-5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2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3218 传真号码 562921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厂长 1人 本科 高薪

区域经理 1人 本科 高薪

生产主管 1人 本科 高薪

丝印主管 1人 本科 高薪

工程主管 1人 本科 高薪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2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077001-8007,8000 传真号码 504809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程序开发员 5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联发54号34#厂房

吴小姐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市金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湖滨南路619号525

厦门市三特兴电子有限公司

熟悉日常行政及生产管理,综合能力强,5年以上大中型企业管理工作经验.

开拓能力强,有工业营销经验者优先.

熟悉网站开发，对网站架构有良好的分析和设计能力；
精通ASP.NET。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能合理安排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管理、产能平衡的方案制订和实施；三年以上大中
型企业生产管理工作经验

精通CAD　CORELDRAW
PHOTOSHOP等设计软件，沟通能力强，有三年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精通丝网印刷,有调色能力,熟悉丝网印刷全过程,有三年以上印刷,生产管理经验.

获得总工程师的职称，独立主导过项目建设，在厂房规划方面有经验；对钢结构厂
房设计与施工有较强实力。

有两年以上成人教学经验，英语专业八级，口语好；沟通能力强，有团队合作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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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
支持

20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803344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模具设计项
目经理

2 机械类或模具
设计类

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品质工程师 3 机械类 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注塑工艺工
程师

2 塑料材料成型
类

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采购经理 1 机械类专业优
先

本科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产品研发项
目经理

3 机械类 本科学历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9988-600 传真号码 56516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象屿保税区银盛大厦十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模具设计经验，2年以上项目经理任职经历，能独立主导项目。

3年以上产品品质策划、品质过程分析与控制、品质改善工作经验、精通PRO/E。

3年以上注塑工艺编制、工艺过程分析、品质异常改善工作经验。

厦门威迪亚科技有限公司

5年以上采购工作经验，3年以上采购经理任职经历，熟悉物料控制，熟悉供应商开
发、评估及供应链管理。

5年以上产品研发（塑料类产品）经验，2年以上项目经理任职经历，熟悉塑料材料
特性及成型要求，精通PRO/E，能独立主导项目。

厦门象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沧区霞飞东路2号

要求
1、精通计算机硬件、window2000 　XP操作系统。
2、本科学历，有1年以上计算机技术支持经验，有call center经验更好
3、沟通能力好，良好的服务意识，有耐心
4、英语CET4以上，读写流利，口语可以基本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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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
总经理助理

2

1、工程管理
相关专业
2、地产招商
相关专业

总工程师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高
级工程师
总经理助理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73666-66 传真号码 57710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分厂车间主
任

6 机械制造类专
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冷冲模设计
师

3 机械设计或模
具制造类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生产高层主
管

5 机械制造类专
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5500元以上，60
00元以下

技术管 3 机械或模具类
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40岁以下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08306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

1
道路与桥梁工
程及相关专业

1、学历本科及以
上学历；

年龄35～45岁之间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4

厦门新闽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厦门铭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仙岳路860号台商会馆三楼C单元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职称高级工程师或高级经济师； 
2、资质交通部监理工程师证有5年工程施工、监理相关工作经验，3年同等岗位工作
经验； 
3、有较强的工程监理专业知识和技能，项目管理意识好，能独立承担工程项目的各
项内、外部管理工作。

男，本科及以上学历，五年以上冷冲模设计经验。待遇从优，具体面谈。

40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机械制造类专业；在同一企业连续从事3-
5年以上生产管理或品质管控主管经验，熟悉成型、焊接、注塑等作业流程，沟通协
调、组织领导能力强。录用待遇优厚，重点院校优先。

熟悉冲压模、塑料模等相关知识及液压、气动原理，从事本专业五年及以上工作经
验，待遇从优，具体面谈。（对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科大学等国内理工类名牌大学以及国
外名牌大学留学归国的机械硕士或博士人员优先录取，不符合以上要求者请勿投简
历，谢谢）

总工程师15年以上设计或工程管理相关经验
总经理助理8年以上地产招商或策划经验

厦门新技术集成有限公司

枋湖工业区枋湖西路13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本科以上学历，机械制造类专业，三年以上全面负责车间生产、技术、效率、安全
等工作。沟通协调能力强，重点院校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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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76181[5773188] 传真号码 57731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经理研
发中心主任

1
供热供燃气通
风与空调工程

工学博士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3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9647 传真号码 57172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lh@hotcardtech.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发工程师 10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3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99857 传真号码 60200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hengminfa_1348@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售后部经理 1 机械类 大专以上 30~50岁 5000以上

办事处经理 若干 不限 大专以上 30~45岁 5000+提成

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大厦S402

王玲华

厦门思根科技有限公司

    
素质高，为人诚信、能吃苦、有毅力，责任心强，勤奋严谨，爱岗敬业。分析与解
决问题能力强，具有很好的沟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组织能力以及团队精神。掌
握低温、制冷、动力、供热、燃气、通风与空调等领域的设备设计、制造与安装工
艺技术。在蒸发冷却技术、建筑节能、通风火灾安全、燃气空调、热泵技术等研究
领域的较多的研究成果。

枋湖西二路１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备5年以上的工程机械或机械车辆售后主管经验

厦门市优利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要求有1年以上相关的软件开发经验，对模式识别、或图像处理、或各平台手机C/C+
+软件开发、或PC 
C/C++软件开发、或服务器C/C++/Jave软件开发有相当的工作经验，英语4级以上，
良好的英语书写和阅读能力。

程明发

厦门市兴湖路586-58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备6年以上的工程机械或机械车辆销售主管经验,能带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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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主任 若干 不限 不限 25~35岁
3000以上(丰厚
提成)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81812 [6081611] 传真号码 608161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材料研发技
术人员

2
材料学（镍氢
材料方向）

硕士学历或工程
师职称

5000元以上

材料研发技
术人员

3
材料学（锂离
子材料方向）

硕士学历或工程
师职称

5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39690 传真号码 573978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软件工程师 5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计算机相关专业
，中级以上职称

4000元以上，5
0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39

厦门海沧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具有两年以上贮氢材料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2、在本学科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及较深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
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对相关设备原理有一定深入的了解；3、熟悉
本行业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握行业技术发展、产品发展的方向；能识别和指
导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改善已有产品；
4、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能独立承担和完成重大研究课题或科技攻
关项目。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2年以上计算机软件开发经验，参加过大型软件项目的开发

1、具有两年以上锂离子材料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2、掌握锂离子材料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锂离子材料最新研究动态、
生产技术和发展趋势；
3、能识别和指导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改善已有产品；
4、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能独立承担和完成重大研究课题或科技攻
关项目

高崎国际机场商务楼四层

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3年以上的工程机械\机械车辆或物流行业销售主管经验,开拓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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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5909029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校教师 1 物流管理 硕士且副高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1
电子信息光电
子专业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2 建筑类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1 车辆工程 硕士且副高职称 按国家规定执行

图书馆学科
带头人

1 图书馆学 正高职称 按国家规定执行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以
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开
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3、能承担本专业实训室的建设，设计及革新实训手段或充实新的实训内容。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有五年以上大学图书馆的管理经验；能胜任高校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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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 1 酒店管理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3 计算机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2 通信类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1 艺术设计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1 思想政治教育 教授或博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教师 1 英语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心理咨询 1 心理学 硕士且副高 按国家规定执行

高校实验实
训中心带头
人

2
电子电气或自
动化专业

硕士且副高 按国家规定执行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有五年以上心理咨询工作经验

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承担本专业实
训室的建设，设计及革新实训手段或充实新的实训内容。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1）有较强的教研、科研能力，在本专业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2）能培养
指导青年教师，组织开展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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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 1 旅游
硕士且副高或博
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4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578097 传真号码 536760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教研 10

1、经济学、
管理学、会计
、审计等相关
专业背景；
2、具有理论
联系实际能力
，通晓国内外
惯例；
3、掌握一门
外语，若外语
为英语，须达
到六级；
4、年龄一般
在45岁以下，
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

具有博士研究生
学历或副教授以
上职称。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4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157184/6159515 传真号码 605209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泌尿外科学
科带头人

1 泌尿外科
博士（副主任医
师）或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集美北区19号路

厦门市第二医院

1、在国外取得经济类、管理类博士学位；
2、主持过全国或省部级科研课题，获得省部级或以上科研奖励的学术骨干；
3、具有从事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税务筹划、战略管理的教学和
科研经验；
4、能够用外语进行教学科研。
符合以上条件者优先考虑。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厦门市环岛路黄厝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腔镜技术，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教
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1）有五年以上大学教学或实验实训经验或重点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担任两门
以上专业课程讲授工作，试讲效果良好。
（2）能指导和拟订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课程建设,具有组织
开展本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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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
学科带头人

1
临床医疗或公
共卫生

本科（主任医师
）或硕士（副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呼吸内科学
科带头人

1 呼吸内科
博士（副主任医
师）或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心内科学科
带头人

1 心内科
博士（副主任医
师）、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皮肤科学科
带头人

1 皮肤科
博士（副主任医
师）或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妇产科学科
带头人

1 妇产科
博士（副主任医
师）或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普外科学科
带头人

1
肝胆或胃肠（
肿瘤）专业

博士（副主任医
师）或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检验科学科
带头人

1
临床检验或实
验室检验专业

博士、副高或本
科、正高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急诊、ICU
学科带头人

1
急诊或ICU专
业

本科（主任医师
）或硕士（副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小儿内科学
科带头人

1 小儿内科
本科（主任医师
）、硕士（副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内分泌学科
带头人

1 内分泌
博士（副主任医
师）、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口腔科学科
带头人

1
口腔外科或颌
面外科专业

博士（副主任医
师）或硕士（主
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消化内科学
科带头人

1 消化内科专业
硕士（正主任医
师）或博士（副
主任医师）

具体薪酬待遇面
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4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022320 传真号码

厦门市第三医院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内窥镜技术，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
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临床检验相关技术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呼吸机技术，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
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内分泌临床诊疗技术，同时具备副教
授及以上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心内科临床诊疗技术，同时具备副教
授及以上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具备皮肤病专科医院工作经验，熟练掌握皮肤病诊疗技术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掌握腔镜技术、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教学职
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掌握腔镜技术、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教学职
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五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职业病防治流程，同时具备副教授及
以上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三甲医院十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呼吸机技术，同时具备副教授及以上
教学职称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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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肿瘤科 1 临床医学
男性50周岁，女性4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爱岗敬业

按国家规定执行

神经内科 1 临床医学
男性50周岁，女性45
周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耳鼻喉科 1 临床医学
男性50周岁，女性45
周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心血管内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口腔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胸外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泌尿外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骨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心胸外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妇产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消化内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感染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皮肤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普通教育本科以
上学历且具有正
高职称（硕士、
博士生优先）。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二路2号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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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1 临床医学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4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086654 /5392505 传真号码 509410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精神科、心
理科

2
精神卫生与精
神病学及临床
心理学

博士生或硕士副
高职称以上

按国家规定执行

医学检验遗
传学科带头
人

1
医学检验遗传
学

博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4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3950120755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主任设计师 1 工程机械
大学本科以上高
级工程师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4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578293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品管部主管 1 理工课系 本科以上
熟悉英文，三年以上
品管经营

3000-5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4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24255 传真号码 5624257

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仙岳医院

具有医学检验遗传研究经验

仙岳路387－39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有精神科或心理科专业临床经验，或担任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以上职
务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南路668号之八

华茂光学工业（厦门）分公司 外商独资企业

人力资源部　周小姐 5782920-1201

厦门市枋湖工业区枋湖东路701号 ruby@hwamao.com.cn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厦门万利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王经理

男性50周岁，女性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在三级医院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担任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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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esource@malatatele.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射频工
程师

5
通信、电子、
微波技术等

本科或以上 3000-8000

高级软件工
程师

5
电子、通信、
计算机及相关
专业

本科或以上 3000-8000

高级硬件基
带工程师

5
通信、电子工
程

大学毕业以上 3000-8000

结构设计工
程师

3
重点大学本科及
以上

3000-8000

软件工程师 5
通信、计算机
、数学等多媒
体技术

不限 3000-8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47

1、有3年以上手机结构设计工作经验，独立负责过至少一款手机的结构开发设计；
2、了解手机结构件的生产工艺，熟悉手机模具制造与表面喷涂知识；
3、熟练使用PRO-E、CAD等软件；
4、团队合作意识强，动手能力强，有一定创新能力

1、3年以上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熟悉ARM体系架构，能独立承担ARM应用系统的软
、硬件开发；
2、熟悉WINCE LINUX嵌入式系统，扎实的数字信号处理基础知识；
3、熟悉C/C++软件调试，熟悉ARM 
ADS等开发环境，能熟练编写LCD显示、键盘扫描、串口和以太网通讯等基本功能模
块；
4、英语四级以上，能够快速阅读IC的规格书等专业英语资料。有工作经验者文凭不
限。精通下列一项或多项技术者优先图像、视频、音频、语音处理和压缩编码技术
；MPEG、H.26x、G.7xx系列语音频协议及实现；H.323、SIP、IMS等多媒体通信协
议；多媒体通信网络系统架构；数字电视系统及DVB标准。

福建佳塬矿业有限公司

火炬园华联电子大厦4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对射频概念和原理有较深刻理解；熟悉无线终端产品射频的测试指标、测试方法
及常用仪器使用
2、有GSM/GPRS移动电话开发经验者优先。

1、熟悉Windows及Visual C/C++6.0平台软件开发；
2、熟悉MMI、LCD等驱动软件设计；
3、熟悉嵌入式系统，有一定的项目管理经验，掌握移动通信的基本原理；
4、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CET-
4以上，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5、有GSM/GPRS移动电话开发经验者优先

1、熟悉硬件设计流程，并对逻辑开发语言基本知识以及常用芯片原理、嵌入式操作
系统有实践经验；
2、熟悉高速数字电路硬件系统设计方法，熟悉高速电路设计规则和步骤；
3、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CET-
4以上，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有小灵通/TD手机数字、模拟电路设计能力和底层软
硬件调试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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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91399 传真号码 229139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fjjyky@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选矿工程师 2 选矿 专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采矿工程师 1 采矿 专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矿山测量 2 测量 专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矿山地质 2 地质 专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地质勘探工
程师

6 勘探 专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矿业公司总
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总经理助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副总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待遇丰厚

业务副总经
理

1 经管 本科以上
身体健康       27-

40岁
待遇丰厚

财务经理 1 财会 本科以上
身体健康       30-

50岁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美商独资 编   号 4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219382 传真号码 621938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o4cheng@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机械设计工
程师

5 机械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00元/月以上

EHS部门经
理

1 安全生产管理
本科/安全主任职
称

5000元/月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4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21660 传真号码 2220556

厦门银据空间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钟秋香

郭宝程

厦门市杏林杏北二路27-29号

  职称或技能要求

1.三年以上设计/开发经验                        
2.熟练使用AotoCAD.Solidwooks                   
１.不少于３年的ＥＨＳ管理经验                  
２.不少于２年跨国公司设备经验                  

朗美(厦门)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5-10年以上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经验，从事相关工作者优先

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7--10年相关工作经验

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7--11年相关工作经验

5-10年以上财会工作经验，中级以上职称，从事相关工作者优先

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7--12年相关工作经验

10以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曾在大中弄企业从事相关工作者优先

5-10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从事相关工作者优先

10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从事相关工作者优先

湖滨南路57号金源大厦七楼7B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工程师以上职称，7--10年相关工作经验

工程师以上职称，7--10年相关工作经验

黄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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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qx@silverdata.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招聘会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空间事业部
项目经理

2 测绘/遥感 大专以上 55岁以下 月新3000以上

国土事业部
规划室主管

1
土地规划相关
专业

本科、硕士 40岁以下 月新3500以上

国土事业部
项目经理

1
土地规划相关
专业

本科、硕士 40岁以下 月新3000以上

技术总监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年薪6万以上

市场总监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年薪6万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5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917311 传真号码 239883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simag.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营销代表 2 国际贸易
重点大学本科以
上

30岁以内
底薪+业绩奖金/
年薪3-10万

采购代表 2
金属材料/其
他相关的理工
科

重点大学本科以
上

30岁以内
底薪+业绩奖金/
年薪3-10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5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74389 传真号码 57744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biz@minghan.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否

厦门市大西洋海景城A座9D

朱丽亚

厦门卓信行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明翰电气有限公司

戴海华

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N207-208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外销员/英语达到国家6级以上,听说读写娴熟/有2年以上的国际销售经验

国家采购师/能适应长期出差,有很好的承受压力的能力,2年以上的国内采购经验

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市场策划和项目跟踪经验。
对地理信息系统市场了解者尤佳尤佳

厦门市湖滨中路9号交通知银行大厦16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
有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经验者尤佳

中级/熟悉航测技术流程或遥感影像制作技术流程/两年工作经验

本科学历要求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本科学历要求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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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电力自动化
工程师

2
电气或自动化
相关专业

大专-本科 3000

电气设计工
程师

2
电气或自动化
相关专业

大专-本科 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5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71003 传真号码 551231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hx5566@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试验室副主
任

1
无机非金属材
料

全日制本科毕业 40岁以下
5000元以上，据
工作绩效而定

试验人员 2
无机非金属材
料

全日制本科毕业 不限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5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716966 传真号码 371692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athyzhuxiamen@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外延研发工
程师

4
半导体物理、
光电子材料等

研究生/博士 无 4000以上

芯片研发/
工艺工程师

4
微电子、半导
体等专业

研究生 无 4000以上

熟悉电力仪表、综合保护继电器等硬件设备的组成工作原理、熟悉现场总线以及各
种通讯规约或有组态软件使用、有现场调试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无

朱富妹

火炬(翔安)产业区翔岳路1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无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要求1、中级（工程师）以上职称，2、曾独立主持大型房地产、桥梁、道路商品混
凝土的设计、配比、浇筑及质量控制。3、曾任职试验室负责人者优先。

应聘毕业生，具扎实专业知识，具一定发展潜质，有志于商品混凝土行业发展之人
士。

3年以上低压成套开关柜电气设计经验，熟悉开关柜电气及机械原理。

厦门市禾山路739号

林小姐

厦门华信混凝土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Page 37 of 166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5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29816 传真号码 552989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hengcuiyu@si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合资企业 编   号 5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65258 传真号码 58652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ntzfood@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薪酬待遇

市场部拓展
经理

1
营销、企划或
食品

大专以上 3000

市场部企划
经理

1 企划、营销 大学本科以上 3000

市场部营销
人员

2 大专以上 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5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592012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薪酬待遇

厦门市嘉禾路176号嘉莲大厦B座1201室

陈翠玉

厦门正豪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董小姐

瑞华高科技电子工业园(厦门)有限公司 外商独资经营

连志平 5920000

从事过品牌营销企划工作3年以上，有
食品行业经验者优先

从事品牌营销工作5年以上，能吃苦，
有责任心，诚实善于与人沟通

厦门市厦禾路1226号聚泰商业城1517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000以上+公司
福利

厦门市吕岭路1776号 zp@swflex.com

职称或技能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从事食品流通行业5年以上，或休闲食
品行业5年以上

熟悉各种电脑制图软件及网络维护技术

厦门市泰正食品有限公司

1、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和出色的预测、决策
能力2、熟悉培训、激

励3、35-45岁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具有5年以上市场部门实际销售经验及管理经验；
2、拥有优秀的市场扩展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及团队建设能力；
3、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操守，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具有较强的工作责
任心和事业心

业务部销售
经理

1 营销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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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经理 1 电子/化工 大专 6000以上

市场部经理 1 不限 大专 3000底薪加抽成

QE主管 1 不限 大专 3000元以上

韩语设计工
程师

1 电子 大专 3000元以上

湿制程工程
师

1 电子/化工 大专 3000元以上

干制程工程
师

1 电子/化工 大专 3000元以上

（1）英语听说读写流利，能与外国客
户进行正常交流；（2）六年以上大型
电子厂品质管理经验，至少三年以上FP
C/PCB行业品质管理经验；（3）能熟练
运用各种QC手法进行产品品质控制；具
有极强的客诉处理能力；（4）能独立
主导建立\推行\维护ISO9001\ISO14001
及TS16949\ROHS等体系；

执行力强,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及工作责任心;

执行力强,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及工作责任心;

26周岁以上,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抗压能力；责任心强,有良
好的时间观念;

32周岁以上;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抗压能力；责任心强,有良
好的时间观念

执行力强,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及工作责任心;

（1）大专以上学历,英语良好;（2）有
FPC制造行业3年以上工作经验;（3）熟
悉FPC相关制作流程；（4）熟悉湿流程
的基本品质问题控制技巧；（5）精通
于镀铜和镀金线制程管理者优先考虑；

（1）大专以上学历,英语良好;（2）有
FPC制造行业3年以上工作经验;（3）熟
悉FPC相关制作流程；（4）熟悉湿流程
的基本品质问题控制技巧；（6）精通
于钻孔和层压等制程管理者优先考虑；

（1）英语良好；（2）有五年以上大型
电子厂品质管理工作经验，其中至少两
年以上FPC行业本岗位工作经验；（3）
熟悉FPC相关产品的各种测试及各种计
量仪器的管理；（4）熟悉ROHS、UL等
认证项目，并掌握的各种品质手法运用
技巧；

（1）韩语听说读写流利;（2）有两年
以上的电子行业设计开发经验;（3）熟
悉各种电路设计软件及图象处理软件\
制图软件;（4）有FPC行业经验优先考
虑;

（1）英语听说读写流利；（2）8年以
上销售管理经验,至少有两年相关岗位
经验；（3）熟悉FPCB/pcb市场行情，
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较强的市场开拓
与业务管理能力。（4）有日资、美资
或台资企业任职经历优先；（5）有FPC
B行业销售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

32周岁以上;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抗压能力；责任心强,有良
好的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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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程师 1 电子/计算机 大专 3000元左右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股份制 编   号 5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59923 传真号码 555859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dc@da-cheng.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一级建造师 5 路桥 大专以上 50岁以下 3000以上

高级工程师 3 路桥 大专以上 50岁以下 3000以上

设备管理员 2
机电、路桥机

械
大专以上 50岁以下 3000以上

试验检测工
程师

3
路桥、路面、

隧道
大专以上 50岁以下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企业 编   号 5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686688-811/13062434114 传真号码 66899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olive_63@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财务总监 1 财会类 本科以上 25-45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机械工程师 1 机械类 本科以上 男，45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销售总监 1
   市场营销  
暖通空调

本科以上 男，45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5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5624945

谢义英

厦门高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具有销售管理经验3年以上，业绩佳

厦门香韩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洪小姐 6032184

厦门集美北部工业区莲塘路9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有企业上市财务工作经验，财务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有注册会计师证

具有机械设备生产、营销工作经验，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中级职称以上，5年以上工作经验

中级职称以上，5年以上工作经验

湖滨北路72号中闽大厦21层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中级职称以上，5年以上工作经验

高级职称，8年以上工作经验

高小姐、兰小姐

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力强,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及工作责任心;

（1）.熟悉FPC单面板、双面板、多层
板等产品的工艺流程;（2）熟练掌握CA
M350、GCCAM、Protel、AutoCAD等软件
；（3）熟悉CAM资料的制作，电路排版
及模治具设计；（4）3年以上FPC行业
工作经验；（5）作责任心强，有较强
的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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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英语翻译 3 英语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英语八级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三

年以上
年薪10万以上

总经理助理 1 英语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英语六级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三

年以上
年薪10万以上

外贸主管 1 英语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英语六级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三

年以上
年薪10万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6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49660 传真号码 568107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aquojet@hetmai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究中心
负责人

1 材料化学 博士
年薪８万～１０
万

　日本市场
部

1 包装机械 　本科
年薪６万～１０
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 编   号 6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666818 传真号码 625660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swheels@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生产主管 2 机械、冲压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生产成本主
管

2 机械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模具品管 2 机械、模具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厦门湖里海天路9号银都广场17M xianghan_machine@126.com

听说写流利，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及相关工作经验,限女性

有大中型制造现场管理经验5年以上

有成本观念，有大中型企业成本核算经验。

质量管理经验5年以上

厦门日上实业有限公司

李红梅

杏北路3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市湖里区信源大厦Ａ座９０６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从事隔热，保温涂料及世界前沿研究成果

有日本包装机械及工业品销售经验

善于沟通，商务口语表达能力强，有很强的责任心、积极上进，

善于沟通，商务口语表达能力强，工作积极主动，肯干，务实，有
很强的责任心、积极上进，具有国际合作运做实务与涉外谈判经验
者优先。

　厦门镭科杰工贸有限公司

赵宇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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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模具设
计

3 机械、模具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生产现场管
理

3 机械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车轮品质主
管

2 机械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IE工程师 1 工业工程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财务总监 1 财务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厂长 1 机械、冲压 专科以上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编   号 6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666818 传真号码 625660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swheels@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涉外项目经
理

1
工民建或机械

类
本科

35岁以上，男，有工

程管理经验，有很强
的英语交际能力，对
工程类英语术语相当
熟悉

3000元以上

项目经理 5 建筑类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男，不少

于5年的项目管理经验

，能独立承担工程项
目管理能力。

3000元以上

壹级项目经
理

3 建筑类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男，能独

立承担工程项目管理
能力。

3000元以上

一级注册结
构师

1 建筑类 大专以上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企业 编   号 6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351063 传真号码 62161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xl20050422@yahoo.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二级以上项目经理证

壹级项目经理证

杏北路39号

李红梅

厦门新长诚钢构浪板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大中型制造现场管理经验5年以上

熟悉TS16949，在汽配行业从事品质管理工作5年以上

集美杏林北二路28号

具备大中型工厂管理经验5年以上

一级注册结构师

蔡晓玲

厦门聚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5年IE经验

有会计师职称

5年以上冷冲模设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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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师 3
高分子等化工
类传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副总经理 2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业务部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品管部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财务经理 1 财经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生产经理 2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人事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仓库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合资 编   号 6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923652 传真号码 392363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eirong@well-soft.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销售经
理

1
计算机、市场
营销等相关专

业
本科~硕士 面议

雷蓉

厦门威尔软件有限公司

五年仓库管理工作经验。

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ISO体系的维护推行。

八年大型企业财务管理经验，持中级以上职称。

八年大型企业生产安排、现场管理工作经验。

五年大型企业人事、行政工作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市留学人员创业园创业大厦213-214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5年以上软件销售经理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业绩经历；
2.熟悉福建省的市场环境，优秀的市场规划和销售管理能力；
3.优秀的销售和谈判技巧；
4.优秀的团队领导和组织能力，对下属培育与塑造的能力；
5.形象端正，气质佳。

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吹塑、流延方面工作经验优先，中级以上工程师职称

八年以上工作经历，两年以上部门经理以上岗位工作经历，对公司的业务、生产等
的运作具有独特的见解，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沟通能力。

多年的业务开拓经验及有大型公司业务部主管岗位工作经历，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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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发工
程师

3 计算机 本科~硕士 3500元＋奖金，

技术支持工
程师

3 计算机 本科~硕士 3000元以上

文档工程师 1 计算机 本科~硕士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6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32058 传真号码 577051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kfcy2006@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外贸业务
经理

1 　国际贸易 本科 30—45岁
　3000元+提成+
社医保

　工艺品设
计师

1 　产品设计 本科 25—35岁
　3000元+提成+
社医保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66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学历或以上.                             
2.２年或以上Unix、Linux或Windows服务器管理经验。              
3.了解以下一些基本认识和应用协议Unix系统的远程文件共享协议CIFS，WindowsN
T的远程文件共享协议TCP/IP、Networking，Exchange and/or Veritas软件.
4. 
为客户提供现场或远程支持服务。为客户提供7*24现场或以电话方式的技术支持，
包括技术性故障排查、软件安装配置、设备重起、设备故障维护以及基础性资源提
供等。

1.通信、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３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                                      
3.精通C++或DELPHI、精通网络通讯编程，熟悉TCP/IP、UDP；          
4.参与或完成过软件的B/S三层式开发架构的规划与系统实践；          
5.参加过两个以上大中型软件开发项目，有较强的分析设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6.精通软件开发过程规范，有很强的软件开发过程评估和控制能力,有良好的代码书
写规
7.逻辑思路清晰，工作认真负责，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客户沟通交流能力

福建泉州市消防安全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英语六级，五年以上外贸经理经验

　三年以上工艺品设计经验

1.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文档编写经历，文字表达能力强 
3.有很强的快速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4.良好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 
5.负责产品中文使用说明、使用指导书的编写、审核和持续改进       
6.负责产品中文培训教材的编写、审核和持续改进。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六组工业园一号四楼

黄国安

福建省康福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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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部副经
理

1
电子、电气自
动化、给排水
或相关专业

本科，工程师职
称

男性，35-55岁
5000元以上，55
00元以下

副总工程师 1
电子、电气自
动化、给排水
或相关专业

本科，高级工程
师职称

35-55岁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6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39139 传真号码 533913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fjyoubang@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否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业务副总经理 1 金融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财务总监 1 财会、审计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会计（全职） 1 财会、审计 专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厦门市松柏路15号

金红

福建友邦担保有限公司

从事过消防行业且具有施工管理10年以上经验限男性，具有建造师证

邱丽萍

厦门市禾祥东路184号302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从事过工程施工管理10年以上经验（从事过消防行业者优先考虑）。限具有建造师
或造价师证，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金融行业部门负责人2年以上工作经历。 
2、熟悉掌握金融担保业的法律法规知识与财会、税务等知识，精通各项资产业务的
运作，具有较强的信息分析及判断能力 
3、责任心强，具备较强的协调能力，良好的综合分析和表达能力，以及领导管理能
力
4、具有敏锐的经济目光和风险意识及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1、审计财务管理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CPA）或注册税务师
3、具备CPA资格并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1、有会计证，3年以上会计经验。                                           
2、熟悉会计工作内容及工作流程,孰悉通用财务软件及办公软件。
3、熟悉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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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总监 1 金融财经类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风险控制专员 1 金融财经类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人力资源主管 1 行政管理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内资 编   号 6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81157；5518630 传真号码 52340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anlan325@hotmai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技术设计工程 2 机械设计类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谈

会计主管 1 会计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
面谈

韩红兰

福建省厦门市火炬东路龙头山工业大厦3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有渔线.轮设计经验    

2.熟练使用电脑制图软件             

3.熟悉五金加工行业，并能核算及控制加工 成本       

4.熟悉模具加工工艺，机械.五金.冲床加工等工艺      

5.设计方面有创意.思路敏捷        

6.善良正直，不计较得失。肯与公司共同成长

1. 5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                                                   

2.熟悉工业行业及贸易行业整个工作流程                      

3..能参与工厂管理，能进行成本分析，成本控制及成本管理                      

4.熟悉免抵退.扣税等整个流程                                        

5.独立性强，成熟稳重，勤劳务实                                      

6.主动性强，熟悉各部门工作职责，并从财务角度完善各部门工作职责

厦门宝迪渔具有限公司

1、从事金融工作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市场敏锐性，有敏锐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
识别能力（注册评估师，税务师优先考虑）。 
2、责任心强，具备一定的协调能力及良好的综合分析和表达能力。 
3、熟悉担保行业的规则，掌握金融信贷法律法规知识与财会、税务的知识，精通银
行各项信贷资产业务运作，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1、从事金融工作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市场敏锐性，有敏锐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
识别能力（注册评估师，税务师优先考虑）。 
2、责任心强，具备一定的协调能力及良好的综合分析和表达能力。 
3、熟悉担保行业的规则，掌握金融信贷法律法规知识与财会、税务的知识，精通银
行各项信贷资产业务运作，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1、具有三年以上行政、人事、培训管理工作经验；
2、具有较强的工作协调和组织能力；
3、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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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 1 机械设计或电
子专业

中专以上学历
3000以上，具体
面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6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109897；2109857；2109893 传真号码
2109884；20243

2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ianbest66@163.com
xmeye@yahoo.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临床医生 若干 眼科学 硕士、博士
名牌大学毕业者优先
；男性优先。

麻醉师 1 麻醉学 本科及以上 男性优先。

护理人员 若干 护理 大专及以上

配镜部店长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验光师 2 视光学 大专及以上

配镜部销售
员

8 高中或中专以上
20-24岁；
男，身高168CM以上；
女，身高160CM以上

配镜部收银
员

2 中专以上学历

面议，依制度执
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在眼科领域具有一定的临床实践经验，或具备眼科研究工作的能力；
2、英语水平达六级以上，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3、具备医师职业资格者优先。

1、责任心强、爱岗敬业；
2、具有较丰富的麻醉临床经验，资格证具备者优先。

1、品行端正，本地户口；
2、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责任感强、细心，富有爱心；
2、具有护士执照者优先。

1、具有2年以上大型眼镜连锁管理工作经验；
2、具有眼镜零售市场开拓经验者优先。

1、具有1年以上验光配镜工作经验；
2、具有资格证者优先。

1、有大型眼镜零售工作经验者优先；
2、性格外向，形象佳。

厦门市厦禾路336号

1.能看懂设计图纸，懂制图软件更佳    

2.会使用测量.检测甲治具，工具等   

3.细心，责任心强，勤劳   

4.6年以上品管工作经验   

5.熟悉品管部工作职责及流程，能独立开展品管部的全部工作                    

6.所有证件齐全。如：会计证，核销员证，退税员证等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张主任；许小姐；连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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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台资 编   号 7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0085 传真号码 571002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PD＠aclas.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QA经理 1 电子机械专业 本科以上 40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市场企划主
管

1 电子通信专业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生产部经理 1 电子专业 本科以上 40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系统设计高
级工程师（
ARM、8051

5 计算机专业 本科以上 41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机构模具主
管

1 机械模具专业 大专以上 42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高级系统分
析师、软件
编程工程师

3 计算机专业 本科以上 43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机构工程师 5 计算机专业 本科以上 44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单片机工程
师

5 计算机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具体
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集体企业 编   号 7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906377 传真号码 604102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isl@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厦门工程机械制动器厂

厦门顶尖电子有限公司

陈先生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大庵1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硕士以上学历或名牌大学资优生，有三年以上linux/java经验者。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思维敏捷，有创意，熟练操作pro-e/acad软件。

三年以上经验，应届毕业生成绩名列前三名或参加竞赛选手者，熟悉microchip/em
c/c51/8051等任一MCU者。熟51语言者。

对POS机、打印机、条码扫描器等商用设备产品规划有兴趣，敏锐的市场资讯收集能
力，并从事培训工作一年以上者更佳。

五年以上电子制造业工作经验，熟悉电子产品整个生产制造流程，善于协调人际关
系，高EQ和团队精神，具ISO内审员证。

具设计、规划AE｜RM、8051系统电路及韧件写作设计有两年以上经验且能领导项目
者

5年以上模具制造经验，会使用cad/pro-
e/ug等设计软件，熟悉各种加工方法及模具结构，熟悉改模修模方法，了解注塑。

张雪平

厦门火炬园高科技园区光厦楼四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三年以上中大型外企电子厂相关工作经验，一年以上电子相关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经
验背景，英语流利，具有丰富的品质管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各种管理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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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师 1 机械 不限 35岁以上 3000以上

机械工程师 1 机械 不限 35岁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7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79633 传真号码 607101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fuli@public.xm.fj.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机械工程\
纺织工程\
染整工程

5
机械工程\纺
织工程\染整
工程

本科以上学历 3000元左右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7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17071 传真号码 651707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ZLSir163@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业务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26岁-40岁 3500-5000

研发工程师 1 高分子材料 本科以上 25岁-45岁 3500-5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其它有限公司 编   号： 7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187390 传真号码： 518254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eling86@hotmai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薪酬待遇

厦门市厦禾路1222号国骏大厦5楼

贺玲

厦门金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金橡弹性材料有限公司

中级职称　具备TPE、TPV配方设计及工艺制订3年以上经验

王先生、雷小姐

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新康路9号２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备5年以上热塑性弹性体市场开拓经验

集美区杏林纺织路30号

洪晓梅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应往届不限

① 
钢结构类工程师；②5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钢结构类机械工艺设计流程；③有一定
的创新精神。

① 
机加工类工程师；②5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机械加工、制作工艺安排以及模具设计
；③有一定的创新精神。

厦门华铃织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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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部部门经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面议

研发经理 1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面议

销售经理 1 计算机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7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716170 传真号码 533362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fujq@hqitsoft.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大区营销总监 7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区域经理 15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1] 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2年以上教育行业产品研发工作经验，包括软件产品设计和开发经验、产品定义、
管理和实施经验。
[3] 
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熟悉软件开发的流程和管理，有2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亲和力，
较强的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能够利用各种管理技能激励团队斗志。
[4] 
熟悉Java相关开发技术，精通数据库编程，精通Window环境下的开发，熟悉linux\unix\C++\CGI\XML\jav
a script\数据库等web应用技能。
[5] 
[1]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2年以上教育行业产品研发工作经验，包括软件产品设计和开发经验、产品定
义、管理和实施经验。
[3]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熟悉软件开发的流程和管理，有2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亲和
力，较强的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能够利用各种管理技能激励团队斗志。
[4]熟悉精通Java相关开发技术，精通数据库编程，精通Window环境下的开发，精通熟悉linux\unix\C++\
CGI\XML\java script\数据库等web应用技能。
[5] 
对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操作系统技术、数据库技术及行业规范有较好的理解。熟悉WEB
、中间件、数据库、操作系统等软件技术，了解主流的软件开发方向，能根据公司的市场定位制定出相应
的研发路线。

年龄35岁以下，热情开朗，具有市场营销相关专业知识，3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对
市场营销工作有深刻了解，及客户沟通专门经验。

厦门阿法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计算机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5年以上的IT工作经验，1年以上的IT销售经验
2. 具有一定的软硬件和系统集成知识
3. 会说闽南话，有厦门教育市场工作经验者优先

厦门市长青路191号劳动力大厦西侧6层

傅建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行业销售管理工作经验，熟悉行业的操作模式，具备品牌推广，整体市场策
划和综合营销管理经验，具有客户沟通的专门经验，良好的人际处理技巧及沟通协
调能力及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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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总 2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行政主管 2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编   号 7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189553 传真号码 2189553

rsc@xmut.edu.cn
rcgcb@126.com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发展规划处
处长

1 专业不限 博士或硕士 教授或副教授 按国家规定执行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3 博士或硕士 中级及以上职称
实验教学 1 本科及以上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实验教学 1 本科及以上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高级工程师
教学 3 博士或硕士 中级及以上职称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学科带头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教授也可，有从事行政管理经验者优
先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电子、测控、维修等方向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电子、测控、维修等方向

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及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教授也可，有从事行政管理经验者优
先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教授也可，有从事行政管理经验者优
先

年龄须在36岁以下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按国家规定执行

教学 1 博士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教授也可，有从事行政管理经验者优
先

按国家规定执行

计算机系系
级负责人(

车辆工程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教学 1 副教授

机电一体化技
术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模具设计与制
造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模具设计制造行家
模具方向，能熟练应用PRO-E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CAE、力学、液压气压传动数控加工、数控机床维
机械设计、CAE、力学、液压气压传动数控加工、数控机床维
机械设计、CAE、力学、液压气压传动数控加工、数控机床维

管理科学系
系级负责人

1 相关专业 教授

1 相关专业 教授

电子工程系
系级负责人

1 相关专业 教授

有学生工作的经验

建筑工程系
系级负责人

1 相关专业 教授

院团委书记 1 专业不限

教授或副教授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处长

1 专业不限 博士或硕士

联系地址 厦门市思明南路394号 厦门理工学院 人事处 电子邮件

男女不限，年龄38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人事管理工作经验，善于沟通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执行能力，文字功底强，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有亲和力
与凝聚力，熟悉绩效考核操作，主动性及责任心强。

人事处
厦门理工学院

薪资1000元+奖金，要求：男女不限，年龄38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人
事管理工作经验，有一定组织协调及执行能力，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作细致
认真，主动性及责任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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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1 本科及以上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1 土木工程 硕士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实验教学 1 硕士
实验教学 1 电气工程 硕士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实验教学 1 硕士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测控仪器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电子或电气类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电气自动化或
仪表自动化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嵌入式系统 博士或硕士
教学 网络工程 博士或硕士
教学 软件工程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实验教学 2 硕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按国家规定执行

工程力学专业或建筑结构专业工程力学方向

需在甲级设计院从事过设计工作经验，具有硕士学位的副高
也可

建筑学、建筑设备（暖通）方向、土木工程工程制图方向

能承担《电工学》授课工作

承担《大学物理》授课工作，物理或电子科学与技术或物理
电子学专业

副教授教学 2 物理及相关专
业

博士或硕士

信息与计算科学方向或数学与应用数学方向或运筹学与最优
化方法方向

信息与计算科学方向或数学与应用数学方向或运筹学与最优
化方法方向，有辅导数学建模竞赛经验并取得优良成绩者优
先

计算数学方向、应用数学方向或工程数学方向

光学
光学专业
光学专业

教学 5 博士或硕士

信息与计算科
学

5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通信工程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电子信息工程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博士或硕士

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

要求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要求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要求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教学 1
建筑设计

教授 或具有硕士学位副高

教学 3

建筑结构
建筑结构专业混凝土结构方向
建筑结构专业建筑施工方向

教学 2 工程力学 博士或硕士

工程管理
项目管理方向
项目管理或造价控制方向

博士或硕士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电子、测控、维修等方向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电子、测控、维修等方向

教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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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1 硕士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5 经济类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博士
教学 3 博士或硕士 中级及以上职称
教学 1 物流信息系统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3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教授
教学 1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人力资源管理 博士或硕士
实验教学 1 管理类 本科及以上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教授
教学 3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8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2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法语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德语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营销与策划 教授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博士或硕士 副教授
教学 1 艺术设计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旅游管理 教授
教学 1 教授 学科带头人

教学 1 副教授

教学 1 博士
教学 1 艺术理论 博士
教学 2 动漫设计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产品造型设计 博士或硕士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按国家规定执行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韩语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汉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展会设计或空间设计方向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中文或传播学

文化产业研究、文学、文艺创作方向

文学、广播电视专业广播电视技术方向

文化史研究或动漫方向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相关专业，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会展经济与管
理

经济学或旅游管理或传播学方向
经济学或旅游管理或传播学方向

对外汉语
对外汉语

日语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英语
英美文学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方向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商管理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信息管理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IT本科

物流工程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电子商务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国际贸易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财务会计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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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1 环境设计 博士或硕士

教学 1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2 硕士 中级及以上职称

教学 1
思想道德修养
和法律基础

教授

教学 2 舞蹈，编导 本科及以上

教学 1 军事理论 本科及以上

教学 1 教授

教学 1 博士 或具有硕士学位副高

教学 1 教授

教学 2 副教授

教学 5 博士或硕士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股份制 编   号 7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558089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软件开发工程 5 计算机软件 重点本科以上 3000以上

PLC设计开发 5 自动化 重点本科以上 3000以上

电子工程 5 电子类 重点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工程部技术人 5
自动控制或电
子工程相关专
业

3000以上

厦门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按国家规定执行

体育

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及其他专业

舞蹈编导或有文艺特长，能歌善舞，能组织大型歌舞晚会，
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近现代史

1、主要从事产品设计、产品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现场设备调试
等；               
2、热爱销售工作，有进取心、有毅力、能够承受工作压力；
3、具备较强的市场营销推广、运营策划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和团队精神；
4、身体健康，端庄稳重，形象气质佳。

本科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熟悉WinNT/2000操作系统，精通C/C++、VB(至少一种)开发语
言,精通网络编程技术，精通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熟悉数据库技
术；                                                      

   
掌握多种型号可编程控制器的应用、编程技术，设计自动控制项目
；或具有DCS系统设计开发能力者。

1、熟悉单片机开发应用，嵌入式系统开发，能够承担项目开发工
作2、有嵌入式系统开发工作经验者优先。

詹夏钰 5580898

厦门市吕岭路122号1203室 lkipc007@sina.com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高也可

服装设计与工
程

服装面料功能型研究

服装工程方向或服装设计方向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高也可

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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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结构设计 2 机电相关专业 本科  
缴纳社、医保住
房公积金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7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63760 传真号码 58853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iapc@photodpi.com.ci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数码影像色
彩管理工程
师

2
色彩\摄影\印
刷相关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办理社保.
良好的福利.

策划 1 不限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办理社保.
良好的福利.

业务主管 1 营销相关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办理社保.
良好的福利.

人力资源专
员

1
行政\人力资源

相关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办理社保.
良好的福利.

印花设计师

1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办理社保.
良好的福利.

平面设计师 2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办理社保.
良好的福利.

风俗画大师 5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不限
按单取酬3000元
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7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42481 传真号码 574248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kingtom .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李邓雅

厦门市金汤橡塑有限公司

熟悉风俗画等各绘画风格技巧手法，具深厚艺术功力，尤其精通全景观风俗画法

对广告、影像画面制作市场熟悉，具业务能力。对织物布艺、方巾、运动服、装饰
布艺（壁纸、窗帘）印花市场了解，且具业务能力。

熟悉人力资源各大模块的实际运作，具有较强的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具备任职资
格对招聘、培训、考核、薪酬体系有丰富专业能力和经验

对织物布艺、方巾、运动服、壁纸、窗帘印花设计具相当经验水准。熟悉电脑操作
及相关软件，熟练运用平面设计软件。

熟练使用平面设计软件,有极强的设计创新思维和审美观，熟悉平面广告设计、品牌

标志设计、CI形象宣传平面设计等,能独立设计品牌个案,欢迎具备“气氛”、“版面

”、“VI系列”等的综合设计人才加入我公司。

厦门市厦禾路844号中厦国际大厦11A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湖里区高崎新村工业园

具印刷、摄影背景，对数码影像色彩控制和调整、ICC色彩管理具教深厚理论认识

及实践经验，熟悉相关软件。具丰富本行业工作经验和精专技术人才可以放宽学历
要求

本专业及行业背景，有很强的品牌和市场规划、组织执行能力，熟悉文化创意传播
行之品牌运营策划、实际操盘能力深厚。

1、机电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负责电气结构设计，动手能力强，能独立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熟练使用AUTOCAD等相关设计软件；
3、有电气结构开发设计工作经验者优先；
4、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厦门市创新广告摄影有限公司

张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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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人力资源部经 1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以上
有人力资源管理师资
格证书

3000以上4000以下

财务部经理 1 财务管理 本科以上 有会计师资格证书 3500以上4500以下

质量部经理 1 企业管理 本科以上 有ISO内审员资格证书 3000以上4000以下

采购部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有采购管理师资格证
书

3000以上4000以下

研发部经理 1 机械或橡胶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谈

橡胶地板工程 1 不限 不限 3000以上具体面谈

开发工程师 2
橡胶、机械或
化工

本科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台资 编   号 8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6020-211 传真号码 603698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info@ynb.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设备、材料
销售工程师

3 理、工科 大专以上 25～35岁 3000元以上

海洋仪器销
售工程师

3 理、工科 本科 25～35岁 3000元以上

设备维修工程 2 机、电 本科 25～35岁 3000元以上

机械研发工程 2 机械、机电一
体、自动控制

本科 25～35岁 3000元以上

电控研发工程 1
电子、电气、
机电一体、自
动控制

本科 25～35岁 3000元以上

市场部高级主 1 机电相关 本科 28～45岁 3000元以上

熟电子电路、PLC、ICU、PCU、DSP，2年良好电控研发经验，熟RFID更佳。

CET-4级，6年以上的行销、市场、客服、规划工作经验。

3年以上机械设备或工业品销售经验，适外派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CET4～6级，3年以上的销售经验。

CET4～6级，实践能力强，3年以上机电设备维修服务经验，适出差国内、国外。

熟气动、液压、传动、振动、输送、筛选、表面处理、热处理、系统整合，2年良好
机械研发经验。

厦门象屿鼎贞贸易有限公司

黄小姐

厦门象屿保税区加工楼D栋2A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大型外资企业或上市公司同等职位工作经验，有同行业或相近行业工作经验

者优先

5年以上橡胶行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

精通橡胶地板配方

具有独立研发能力，熟悉橡胶件的开发工作（报价、外协等），会使用CAXA、CA
D绘图软件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同等职位工作经验，有大型外资企业或上市公司人力资源规划、绩效管理、

薪酬设计、员工培训等工作经验

3年以上同等职位工作经验，精通成本核算、预算管理

3年以上同行业或相近行业同等职位及管理者代表工作经验，熟悉现代质量管理技术

（如FMEA、PPAP、MSA），熟悉TS16949体系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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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8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05980 传真号码 570599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TC@XMZTC.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发部主管 1 电子电器 本科以上 5000+业绩分享

研发工程师 3 电子/机械 本科 3000+业绩分享

研发工程师 2 功能材料 本科 3000+业绩分享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8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69998转8102 传真号码： 668310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arl.zhang@ports1961.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薪酬待遇

生产经理

1

服装或外贸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配饰跟单

1

服装 本科

3000以上

数据统计员 1

服装、统计相
关

本科

3000以上

报运主管 1

国贸或物流 本科

3000以上

形象主管 1

艺术设计类 本科

3000以上

张先生、许小姐

现代时装（厦门）有限公司

陈麟辉

厦门振泰成科技有限公司

3年以上货运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各种
单证及报关流程，较强管理能力

5年左右专卖店形象设计、商品陈列经
验，较强的管理能力

2年以上女装工作经验，对时尚敏感，
英文流利，负责配饰生产跟单

2年以上服装制造企业数据统计相关工
作经验，擅长数据分析，较强逻辑思维
能力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8年以上高档女装品牌工作经验，熟悉
从设计、板房、工厂出运整个流程，英
文流利

工程师,有多年精密传感器或电子互感器产品开发经验

厦门火炬高科技园火炬大厦S406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高级工程师,有多年漏电保护电器产品开发经验,具研发部主管经历

工程师,有多年漏电保护电器产品或电子电器产品开发经验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厦门集美集源路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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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助理 1

服装类 不限

3000以上

法律专员 1

法律类 本科

3000以上

毛衫生产   
管理人员 1

不限 不限

3000以上

助理设计师 1

服装设计 本科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 编   号 8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37455 传真号码 651033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hj@xiamenstar.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资材副总 1 不限 本科以上 男女不限，35-45岁 年薪12万以上

业务部经理 1 国际贸易 本科以上 女，28-35岁 年薪9-15万

企管部经理 1 企管/财务 本科以上 男女不限,30-45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审计主管 1 财务类 本科以上 男女不限,30-40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工程部经理 1 机械电子类 大专以上 男女不限,30-45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结构设计工
程师

1 机械类 大专以上 男女不限,25-40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六年以上电子、玩具行业生产工程的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电子、机械专业知识，
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五年以上家电、健身器材类行业的产品结构设计经验. 

十年以上大型制造业资材管理工作经验，四年同等职位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的沟通
与领导能力，熟悉ＥＲＰ系统。

五年以上轻工业国际贸易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英文表达能力。

八年以上大型制造业经营管理、财务分析、战略规划等从业经验，具备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与统筹规划能力。

六年以上大中型制造业财务审计经验，熟悉财务整体运作流程及企业内部审计与内
部控制管理。

厦门星星工艺品有限公司

江和军

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阳泰路9号星星工业园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毛衫生产管理工作经验，较强
管理能力

2年左右服装设计相关工作经验，良好
的英文口语，对时尚敏感

5年以上大型服装企业品管工作经验，
熟悉品质工程管理，有较强的沟通、协
调能力

3年以上百货行业法律工作经验，熟悉
企业并购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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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工程师 1 机电专业 大专以上 男女不限,25-45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软件工程师 1 计算机专业 本科以上 男女不限,25-35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人力资源主
管

1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以上 男，25-35岁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8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50586 传真号码 555059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guoqi@hotmai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NET程序员 5 计算机应用或相大专-硕士研究生 21岁至32岁 4000-6000元/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台商独资 编   号 8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7668 传真号码 261193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zy@jadever.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发主管 1 电子\电机 本科以上 英文读写能力佳 4000-7000

资深软体工程 1 电子\计算机 本科以上 熟悉汇编,C语言 3000-5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8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94688 传真号码 31946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dept@codetag.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刘小姐

亚尔迪(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五年以上大型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具备较强的人力资源专业知识及实务运作
经验，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电脑操作熟练。

五年以上树脂制造业质量工程或IE工程经验,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熟练掌握Sql，Oracle等数据库系统的操作与维护，能够熟练使用vb，Delphi等开
发工具进行高质量的软件开发，有企业ERP系统开发及维护经验者优先。

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S203

厦门信达汇聪科技有限公司 

李晖

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N205 

五年以上软硬件技术开发工作经验(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

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精通C#或VB.NET.
2、英语读写流利,能适应全英文的工作环境.(技术高手可放宽英语要求）.
3、熟悉MSSQL Server,表,视图,存储过程等.
4、XML/HTML/CSS/JAVASCRIPT 是必备的知识.
5、有开发经验者优先!

钰恒电子(厦门)有限公司

张艳

厦门市湖里区华泰路69号3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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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技术总监 1 理工类 本科-不限 年龄在30-40岁之间 月薪2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8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36089 传真号码 553587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truemanzhang@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现场招聘会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工程师 3
工民建/    
市场营销/   

其它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22岁以上 基本工资+补助+提成

厦门市莲花二村凌香里31#302室

工作内容:
1.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年度经营计划和预算方案；
2.组织研究行业最新产品的技术发展方向，主持制定技术发展战略规划；
3.管理公司的整体核心技术，配合总裁组织制定和实施重大技术决策和技术方案；
4.及时了解和监督技术发展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
5.领导分管部门制度并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6.主持新产品项目所需的设备选型、试制、改进等工作；
7.研究决策公司技术发展路线，规划公司产品；
8.指导、审核项目总体技术方案，对各项目进行最后的质量评估；
9.与用户进行技术交流，了解用户在技术与业务上的发展要求，并解答用户提出的
与产品技术相关问题；
10.制定技术人员的培训计划，并组织安排公司其他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
任职资格
1.理工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有5年以上从事技术支持服务经验，有技术管理相关工作经验，熟悉软件或单片机
；
3.精通行业内的最新技术方法；
4.能够把握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和业务发展动向，对关键技术有自己独到见解；
5.有很强的创造能力、拓展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与项目管理能力；
6.熟悉企业产品结构、性能、机理、使用方法，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工作经验

郭小姐

1、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具有4年以上独立开展业务工作的从业经验；              
2、本科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上独立开展业务工作的从业经验；             
3、能够吃苦耐劳，对工作认真负责；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江苏恒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厦门办事处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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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 5

工民建/    
土木建筑/   

建筑工程管理
等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24岁以上
基本工资+工地
补助+绩效奖金

设计人员 2

工民建/    
土木建筑/   

建筑工程管理
等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25岁以上
基本工资+补助+ 

绩效奖金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日商独资 编   号 8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30888或        7240508（小灵通） 传真号码 65309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uwenhui@jtekt-xiamen.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否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设备管理课长 1 机械相关 大专或以上 30--40岁
5000元以上，并

缴纳社医保、住
房公积金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8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33953 传真号码 553385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ecruitment@linde-chi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陈伟坚

厦门金尚路89号

大专或以上

能够使用英语或日语进行交流；八年以上品质管理工作经验（其中三年以上主管经
验）；能够主导各项品质异常分析处理、跟踪;独立对客户投诉的分析处理;有效强
的沟通，领导、协调能力

1 机械相关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品质管理课长

1、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上项目经理或施工员钢结构（或土建）建筑施工
现场管理工作的从业经验；                                                 
2、本科学历，具有2年以上项目经理或施工员钢结构（或土建）建筑施工现场管理
工作的从业经验；                                              

1、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必须具有3年以上钢结构设计从业经验；                  
2、本科以上学历，具有1年以上钢结构设计从业经验；                         
3、能够吃苦耐劳，对工作认真负责；                                        

捷太格特转向系统（厦门）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许先生

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

能够使用英语或日语进行交流；三年以上制造设备统筹管理经验，熟悉油压空压、 

设备维护、保养及相关技术改良；熟悉机械行业各种相关冶具、夹具、工具的制作
及改善

30--40岁
5000元以上，并

缴纳社医保、住
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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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业务专员 1 管理、营销 本科 >RMB3000

焊接工程师 1 焊接 本科 >RMB3000

液压销售工程 3
机械以及液压

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RMB3000

主要职责: 
独立完成客户化的租赁方案；
租赁项目的跟踪与支持；
协助部门处长设计和完成租赁业务拓展计划，
并监控其的贯彻与实施；
租赁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分析；
对销售队伍的相关业务培训。
资历要求：
管理或营销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三年以上营销工作经验；
有租赁业务或财务经验者尤佳；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英文良好。 

主要职责：
焊接工艺的编制；
工位的布置，工装的申请；
现场指导。
资历要求：
焊接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三年以上焊接相关工作经验；
英文良好。

主要职责：
支持中国/东南亚的销售伙伴，协助建立林德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业务网络；
与德国总部进行技术联络；
负责协调样机的完成。
资历要求：
通晓液压传动及电器应用，至少有3年工程车辆及机械应用方面的经验；
具有液压系统,最好是工程车辆液压应用方面的销售经验；
熟悉建立、完成样机的流程；
适应经常出差；
英语说写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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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 1 不限 大专以上 >RMB3000

IP采购员 1 机械或工程 本科 >RMB3000

IP质量工程师 1 机械或工程 本科 >RMB3000

主要职责：                                                               
协助欧洲/美国为其在中国寻找合适的零件供应商；
对于零件技术、质量要求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分析市场，制作报价单，提供包括出口报关等方面总成本分析；
供应商审核以及制作英文的审核报告；
分析供应商提供的样品，解决供应商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发展培养供应商，使之成为公司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与质量工程师紧密配合，与公司采购部门密切合作确保工作高效完成。            
资历要求：

本科以上机械或工程专业毕业；
英文流利，电脑操作熟练；
至少5年以上机械、自动化方面大型企业工作经验。

主要职责： 
协助欧洲/美国为其在中国寻找零件供应商；
对于零件技术、质量要求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供应商审核以及制作英文的审核报告；
出具质量审核卡、日常的测试设备；
确保供应商按时、保质保量的交货；
分析供应商提供的样品，解决供应商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发展培养供应商，使之成为公司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与质量工程师紧密配合，与公司采购部门密切合作确保工作高效完成。
资历要求：
本科以上机械或工程专业毕业；
英文流利，电脑操作熟练；
至少5年以上机械、自动化方面大型企业工作经验。

主要职责：
评价现行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适时推荐控制缺陷解决办法；
核实并审计生产、采购、销售、市场、供应商、经销商等有需要的记录，并评价其
表现资历要求：
大专或以上学历；
有三年以上制造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经验；
掌握审计技能，熟悉制造型企业生产、采购、销售，并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
反应敏锐、洞察力强、原则性强；
乐观的态度和良好的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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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物资采 1 机械电气 本科 >RMB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合资企业 编   号 9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888012 传真号码 688822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ongxi.liu@dragonpxm.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仪表主管 1
仪表专业或自
动控制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仪表工程师 2
仪表专业或自
动控制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仪表班长 4
仪表专业或自
动控制专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化工设备主管 1
化工机械、炼
油设备或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大型石化行业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刘荣喜

中国厦门海沧投资区南海一路

工程师以上/石化行业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主要职责：
按时按量，以合理的价格采购优质零件，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生产性物资采购订单处理及特殊订单跟踪；
零配件国产化；
采购报表分析及控制；
谈判及签订合同。
资历要求：
机械电气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3年以上生产加工、技术设计、质量控制或物资采购相关经验；
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良好的计划和采购知识；
有成本分析、预测方面的经验；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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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设备工程 2
化工机械、炼
油设备或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材料主管 1
化工机械或相
关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材料工程师 2
化工机械或相
关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转机主管 1
化工机械或相
关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转机工程师 2
化工机械或相
关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转机班长 4
化工机械或相
关专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程控工程师 2
生产过程自动
化或工业电气
自动化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芳烃生产主管 1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芳烃生产工程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吸附分离班长 4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制氢-
PSA工程师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吸附分离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

制氢-PSA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吸附分离、岐化、抽提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吸附分离、岐化、抽提相关工作经验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大型石化行业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大型石化行业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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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化工程师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岐化班长 4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加氢裂化工程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连续重整工程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连续重整班长 4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常减压生产主 1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常减压生产工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常减压生产班 4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硫磺回收主管 1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工程师以上/硫磺回收相关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加氢裂化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连续重整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连续重整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常减压相关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常减压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常减压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

岐化、抽提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岐化、抽提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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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回收工程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硫磺回收班长 4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电气主管 1
电力、电机、
电气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电气工程师 2
电力、电机、
电气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电气班长 8
电力、电机、
电气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公用主管 1
化工、水处理
、制冷或相关
工作经验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公用工程师 2
化工、水处理
、制冷或相关
工作经验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公用班长 10
化工、水处理
、制冷或相关
工作经验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安全主管 1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安全工程师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油品储运工程 2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工程师以上/水处理、制冷、空压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水处理、制冷、空压设备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水处理、制冷、空压设备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大型石化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硫磺回收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大型变配电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大型变配电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大型变配电管理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硫磺回收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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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储运班长 4

化工工艺、石
油加工、石油
炼制或相关专
业

技校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软件工程师 2
计算机或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项目管理工程 2
石化、项目管
理或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总管理处总经 1 企管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采购发包本部 1
企管\石化类
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产销管理部经 1
企管\石化类
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工程管理部经 1
工程建筑类专
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资材管理部经 1
企管\石化类
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企划部经理 1
建筑规划类专
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合资企业 编   号 9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18188-6153 传真号码 651262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yangwq168@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设备经理 2 机械 大专或本科
全自动化生产线工作
经验优先

3000—5000元

电气主管 2 自动化 大专或本科 3000—5000元

电力电子设
计项目经理

2 电力电子或电
子

大专或本科 3000—5000元

电光源设计
项目经理

2 物理或化学 本科 3000—5000元

建筑规划设计及组织实施的经验,本科毕业12年以上

有电子镇流器或开关电源设计经验，5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荧光灯设计经验，3—5年工作经验。

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霞飞路18号

中级职称或相当水平，有5年以上设备维护和管理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PLC控制经验和强电维护、管理经验，5年以上工作经验。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本科5年、大专8年以上

大型企业高层管理岗位8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大型石化行业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经验/本科3年、大专5年以上

大型企业采购高层管理岗位8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大型制造业企业高层生产、销售相关管理岗位5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大型企业工程或建筑类高层管理岗位5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大型企业高层采购管理岗位5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杨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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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封装技

术项目工程
师

1 半导体器件 本科 3000—5000元

财务经理 1 财会 本科 3000—5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上市股份制公司 编   号 9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87837 传真号码 602133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HL@xoceco.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软件开发工
程师

5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通信工
程、软件工程
等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4000-5000

结构开发工
程师

5
机械设计与制
造等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4000-5000

造型设计师 1
工业设计、美
工等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4000-5000

海外销售主
管

5
国贸、语言类
相关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4000-5000

财务主管 2
财务管理、会
计等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4000-5000

项目主管 2 项目管理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4000-5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9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0596-6288214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院长助理 1 工科类

建筑学专业

主任
1 建筑学

年薪9－12万（
学院免费提供校
区周围的单身公
寓，同时学院的
教师公寓即将动

Tkkhr@xmu.edu.cn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张老师

福建省·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厦门大学漳
州校区嘉庚学院人力资源部

熟悉项目销售操作渠道管理、产业市场开发，外语沟通表达能力强；有海外营销管
理经验者为佳；

熟悉财务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外语沟通表达能力强；有外贸会计或工厂成本核算
工作经验者为佳；

在电子产品的开发方面（软件和硬件）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英语良好；

0596-6288529

掌握嵌入式系统开发，在视频产品软件开发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在视频产品结构开发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在视频产品造型开发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具有3—5年相关工作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中级职称，具有3年以上大型制造业工作经验。

刘先生

厦门湖里大道22号

厦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较强的协调能力和抗压能力，敬业并热爱教

育事业,具有较丰富的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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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

业主任
1 行政管理

广播电视技

术学专业主

任

1 广播电视技术学

广告学专业

主任
1 广告

财政学专业

主任
1 财政学

英语专业主

任
1 英语

声乐教师 2 声乐

钢琴教师 2 钢琴

建筑学教师 6 建筑学

英语专业教
师

5 英语

工程施工与
管理专业教

师

1 工程施工与管理

金融学教师 4 金融学

财政学教师 4 财政学
岩土或地下
工程专业教
师

2
岩土或地下工

程

日语教师 2 日语

影视动画专
业教师

3 影视动画

会计学专业
教师

4 会计学

物流管理专
业教师

3 物流管理

车辆工程专
业教师

2 车辆工程

电子商务专
业教师

2 电子商务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9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65828 传真号码 586583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o@can-vis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厦门枫华加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相关课程的授
课经验或在相关
领域从业经验丰

富优先

谢小姐、韩小姐

厦门市湖滨中路汇成商业中心1008单元

教师公寓即将动
工兴建。对于具
有特殊情况、特
殊要求的教学经
验丰富的高级人
才，我院采取特
事特办的原则，
可按双方商定的

协议执行。
）

讲师6-
7万，副教授7-
9万，教授9-

12万（学院免费
提供校区周围的
单身公寓，同时
学院的教师公寓
即将动工兴建。
对于具有特殊情
况、特殊要求的
教学经验丰富的
高级人才，我院
采取特事特办的
原则，可按双方
商定的协议执行

。
）

博士、优秀硕士
副教授、中级以上职

称者优先考虑

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

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有较深的造诣和丰富的

教学经验1.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具有

进行专业教学改革的热情并能提出有效方案

；

2.具有较强的行政、教学管理能力；有高教

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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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翻译部副经
理     

1 英语\经济类 本科 25-40岁
3000元左右（另

加奖金）

市场部经理 3 不限 本科以上 27-40岁
3000元以上（另
加高额抽成）

电话行销主
管     

1 不限 大专以上 24-35岁 3000元以上

行政主管  1 不限 本科以上 24-35岁 3000左右

高端客户顾
问     

20 不限 本科以上 27-40岁
3000元（另加高

额抽成）

西班牙语教
师     

2 不限 24-50岁
按授课时数给付

工资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9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07701/5730131 传真号码 0573021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英语达四级以上；
2、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沟通及应变能力强；
3、有两年以上咨询业、服务业及高端客户销售及行业管理经验；
4、具有高端客户人脉渠道者优先；
5、具有2年或2年以上销售团队管理经验（团队人数在5人以上）；
6、当地户籍、懂当地语言者优先考虑；
7、具有国外工作、学习经验者优先。

1、三年以上电话行销工作经验、熟悉移民、留学等行业知识；
2、有广泛的高端客户渠道、行销业绩突出；
3、能够培训、指导电话行销人员；
4、有五人以上团队领导经验；

1、本科以上学历、英语水平国家六级以上(必须条件)；
2、沟通、协调能力强；
3、具有两年以上行政全面管理经验，管理过50人以上的公司行政事务；
4、具有较丰富的企业文化建设经验；
5、具有很强的团队协作意识。

1、英语四级以上；
2、有三年以上高端客户销售服务经验；
3、有高端客户人脉者优先；
4、懂当地语言者优先考虑；
5、年龄27岁以上。

1、英语8级以上（硬性条件），经济、法律、英语专业毕业，具备很强的英文笔译
能力；
2、两年以上同行业的相关工作经验。
3、财会或经济类工作背景优先；

熟练应用西班牙语

黄溪瑾

厦门市埭辽路20号

厦门霍尼韦尔太古宇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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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部件返修主管 1 航空、机械 本科 3000以上

物流主管 1 理、工科 本科 3000以上

会计 1 财务 本科 3000以上

部件返修技术员 1 机械、航空 专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9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3799779510 传真号码 503906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g-bits.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软件开发人员10
计算机及相关
专业

本科及以上 4000元以上

游戏主策划 2 专业不限 本科及以上
3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

6000元以上

游戏数值策划 2 理工类专业 本科及以上
3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 4000元以上

擅长数学建模，熟悉初高等数学、概率论公式及其推理过程，逻辑
思维能力强。

1、大专以上学历；2、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基本理解对FAA和CAAC适航性规
则；4、实操能力强;5、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1、机械工程类学士，3年以上生产计划相关经验；2、熟悉MRPII系统，特别是生产
规划和容量规划知识；3、5年以上航空领域相关经验；4、持CAAC维修执照人员优先
；5、英语听、说、写流利。

1、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强；2、工作认真细致、沟通能力强；3、具备运用微机
设备,进行网上系统和相关的计划职责操作能力；4、良好的交际及组织能力；5、表
达能力强，有仓管方面的培训或经历；6、熟悉MRP系统、供应链、存货控制和公司
仓储要求。7、机械或材料/后勤学专业，三年以上外企仓管、物流工作经验；8、具
有MRPII系统的经验和良好的计算机操作技能；9、较强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10
、有驾照和叉车驾驶执照者优先。  

1、财务、会计相关专业，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2、具备职业资格证书；3、熟悉
计算机应用，特别是Excel,MRP尤佳；4、英语良好；5、具备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工
作态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6、适应高压工作，能独当一面。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理论知识基础扎实；熟练掌握C/C++编程，有良好的分析能力。

有丰富的游戏策划经验；有网络游戏项目的开发经验；对游戏有一定
的全局把握能力。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熊蒲

厦门市观日路26号205室软件园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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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执行策划10 专业不限 本科及以上
3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 3000元以上

软件质量控
制
主管

2
计算机及相关
专业

本科及以上
3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

5000元以上

游戏美术主管 1
美术或相关专
业

本科及以上
3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

6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9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95959 传真号码 536830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towo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总监 1 广告、新闻 大专以上 不限 3000以上

高级客户经理若干 广告、新闻 大专以上 不限 3000以上

市场策划 1 广告、中文 大专以上 不限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9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27209/6033811/5623089 传真号码 56513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dh@xmdh.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具有5年以上广告公司策划工作经验;具有一定的平面鉴赏能力,了解喷绘、印刷等工
艺制作; 对广告媒体市场具有一定的洞察和分析能力。

厦门市鹭江道98号建行大厦24楼

具有5年以上业务经验，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外在形象好、气质佳。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熟悉泉州、福州市场，具有5年以上市场开发方面经验；在广告策划、营销、客户服
务、团队管理等方面有较强的现代理念，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操作经验，有泉州
客户资源者优先。

熟悉并热爱网络游戏，创意丰富，有较强的文字表达和写作能力。

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9号

方小姐、龚小姐

厦门市达辉参茸药房有限公司

严先生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世通华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了解C/C++语言及编程；对于网络游戏有一定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具有深厚的美术功底并有专长；参与网络游戏项目开发并有一定的
经验，对程序、游戏系统设置方面有一定了解和领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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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3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总经理助理 1 人力资源类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品牌推广总监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政人力资源总 1 人力资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政人力资源经 4 人力资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1、人力资源、企业管理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具有5年以上商业零售企业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经验，持人力资源管理师证。

3、并熟悉国家、地区及企业关于合同管理、薪金制度、用人机制、保险福利待遇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
4、优秀的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和实施执行能力；

5、性格坦诚随和、作风严谨，富有责任心、团队协作精神与良好的职业操守；

1、28-35岁，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2、5年以上大中型商业零售企业或商业连锁零售企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

3、在构建人力资源体系及体系的实施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在招聘培训与

绩效管理方面具备很强的实务指派能力；
4、善于沟通协调，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1、25-35岁，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3年以上商业零售企业或商业连锁零售企业同职位工作经验。有较全面的人

力资源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其中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制度的
建立、组织与人员调整、企业文化的建立与推进、行政日常事务管理等方面。
3、具有较强的洞察、沟通、应变、分析、问题诊断与处理、协调、合作及管理的能

力,能够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抗压能力强。

1、28-38岁,本科以上学历，具有5年以上医药零售企业营运管理管理经验；

2、能独立组织制定市场规划、品牌销售、市场销售等业务；

3、具有敏锐的市场眼光、独立工作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4、具有较强的表达理解能力和公关能力。

1、25-45岁，本科以上学历，具有10年以上医药零售企业营运管理管理经验；

2、有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宏观调控能力，善于统筹管理及部门协调，具备宏

观管理和微观分析意识，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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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部经理 3 药学相关 大专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药师 数名 药学相关 中专以上 具体面议。

百商商场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元以上，具

体面议。

区域财务经理 3 会计 大专以上 具体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9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22013-211 传真号码 562141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in@xm-gp.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工程师 5

微电子/半导
体/机电一体
化/光电子/模
具/注塑

大专以上 不限 7000元以上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半导体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10年以上工程/技术经验.

厦门湖里区高崎第五工业区

1、28-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药剂等相关专业；

2、具有3年以上医药零售企业营运管理管理经验；

3、熟悉药品、参茸保健品品质与销售经验，具有深厚的药品商业意识、价格意识，

熟悉药品、保健食品的市场销售行情、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与监督执行能力，
有连锁零售企业营运管理者优先。

1、中专及以上学历，性格随和,善于沟通；

2、有3年以上连锁药房同职位工作经验；

3、持有药师资格证书或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有店铺管理经验者优先。

4、注：专职药师，谢绝挂职。

1、大专以上学历，28-40岁；

2、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谈判技巧

3、熟悉百货招商流程；

4、有大中型商业零售业或连锁零售相应职位经验；

5、有药店工作经验优先。女性优先。

1、30岁以下，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2、从事商业连锁工作2年以上；

3、为人随和细心，有责任感。能适应长期外派。

4、闽南人优先考虑。

厦门市光莆电子有限公司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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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20

微电子/机电
一体化/光电
子/计算机软
件

本科生 不限 2000元以上

研究生 10

微电子/光、
机电一体化/
电子/工程／
物理/计算机
软件/硬件

研究生 不限 3000元以上

博士生 2
微电子方向/
电子工程方向
/光电子方向

博士生 不限 7000元以上

QE工程师 1
电子工程方向
/光电子方向

大专以上 不限 3000元以上

PE工程师 1
电子工程方向
/光电子方向

大专以上 不限 3000元以上

研发主管 1
电子工程方向
/光电子方向

大专以上 不限 7000元以上

品管主管 1
电子工程方向
/光电子方向

大专以上 不限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企业 编   号 10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17311 传真号码 220769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anyushan@gmai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副总经

理
1 不限 不限 不限 6000-10000

禾祥西路4号鸿升大厦20层E座

有丰富的背光源设计、开发、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经验；从事背光源开发工作三年
以上，熟悉背光源加工技术实践和方法；有效强的组织，领导、沟通协调能力；能
组织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开发;熟悉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 

懂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熟悉TS16949；有背光产品三年能上能下的品质管理相 
关工作经验；能够主导各项品质异常分析处理、跟踪;独立对客户投诉的分析处理;
有效强的沟通，领导、协调能力；对注塑成型有一定的了解;有效地处理供应商的品
质异常.

厦门信石进出口有限公司

王生火（人事）

有背光源产品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能够编写检验标准,实验标准；
能够熟练编写8D报告;能够熟练对产品的样品、材料的承认错及不良分析;能够组织
品检员进行各项检验工作的培训；熟悉运用QC七大手法进行质量分析;懂MSA,对APQP
有一定了解.

有背光源产品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能够编写产品的作业指导书；能够独立处理分
析产线的品质异常;懂CAD画图;懂无尘间的维护保养;懂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能独立
对产品进行工作改善.

211工程学校毕业,亲和力强,做事认真踏实,尚于学习,动手能力强

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能力、组织、领导协调能力佳,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和培训、育人能力，对工对工作充满热忱，有责任感。

1、石材业资深人士 2、针对欧美市场 3、有骄人业绩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备较强的本科专业知识面,善于沟通,思维敏捷,肯于钻研学习,对工作充满热忱,踏
实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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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料销售经

理
1 不限 不限 不限 3000-5000

美洲出口业

务经理
1 不限 不限 不限 3000-5000

欧洲出口业

务经理
1 不限 不限 不限 3000-5000

采购 2 不限 不限 不限 面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编   号 10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69888 传真号码 57698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yangmr@tradeeasy.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客户服务部
经理

1 计算机专业 大专-本科 无 3000元

渠道区域经
理

3
计算机专业及
营销专业

大专-本科 无 3000元+绩效奖金

客服专员 2 计算机专业 大专-本科 无 3000元+绩效奖金

市场助理 1
中文、新闻、
经济管理等专
业

本科 25岁-35岁 3000元

培训主管 1
中文、工商管
理等专业

本科 无 3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编   号 10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663606 传真号码 628518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personnel@yiree.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较强表达、演讲能力，有扎实文档撰写能力，具有丰富社会资源、策划市场活动经
验，能接受经常出差，有较好中英文表达能力

厦门谊瑞货架有限公司

张华美

集美区杏北二路66号

2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互联网行业市场渠道的特点和客户群,有能力针对产品特点选
择渠道并开展营销

1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互联网生活,工作负责、细心、有责任感，有较强组织、协调
沟通和中英文表达能力，英语4级以上

有媒体从业经验及丰富的媒介资源，有大型项目组织策划经验及管理经验，能承受
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熟悉互联网

1、6年以上石材外贸经验 2、销售业绩51万美金以上

1、10年以上石材采购经验 2、具有石材业丰富的人脉资源

1、石材业资深人士 2、熟悉各种工程及中间商渠道 3、熟悉大理石厂家

2年以上整体客户服务体系工作经验(经理职位1年以上),英语4级以上,熟悉外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6年以上石材外贸经验 2、销售业绩50万美金以上

厦门易贸通浩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创业园轩业楼5楼

杨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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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国际业务经
理助理

1 业务相关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3500

人力课长 1 人事相关 本科以上 26岁以上 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0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879566 传真号码 38795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ong8965@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建筑幕墙  
技术管理

2 建筑幕墙 大专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     
30～50岁

10万元以上/年

建筑装饰  
技术管理

2
工民建或   
装饰装修

大专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    
30～45岁

10万元以上/年

一级项目经
理

各2
建筑幕墙、  
建筑装饰、  
建筑智能化

中专及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    
30～45岁

10万元以上/年

造价工程师 1

预算员 2

男女不限      
25～45岁

5万元或以上+效
益奖金+提成

厦门禾祥西路12号经典大第401

王改荣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中、高级以上职称，持有一级项目经理或一级建造师证书。长期从事建筑幕墙的技
术管理和施工管理工作，较强的市场经营意识，良好的组织协调及沟通能力，具备
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工程经济管理
、造价管理  
等相关专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1、年龄26岁以上，男女不限，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优先，具有三年以

上生产性外企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者重点考虑；
2、负责组织实施招聘、培训、绩效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求熟悉相关政策法

规，熟练掌握人力资源管理技能；
3、沟通协调能力好，团队协作精神佳，原则性强。

1.三年以上制造行业国际业务相关管理工作经验，熟悉工贸一体化工作流程2.英语
六级以上，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3.熟练使用相关办公软件4.有良好沟通能
力及与国外客户直接沟通能力者优先。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初级或以上职称，长期从事建筑装饰行业的预算管理工作和项目成本核算工作，较
强的市场经营意识，熟悉建筑市场的招投标工作，并能熟练精通使用招投标软件，
具备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修养和沟通共事能力。

中级或以上职称，长期从事本行业的项目管理工作，熟练掌握施工技术、规范及施
工工艺，较强的市场经营意识和项目成本核算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协调、
沟通共事能力，遵守职业操守。

中、高级以上职称，持有一级项目经理或一级建造师证书。长期从事建筑装饰行业
的技术管理和施工管理工作，较强的市场经营意识，良好的组织协调及沟通能力，
具备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中国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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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0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766360 传真号码 77663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fxatc@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机械设计工
程师

5 机械类 本科 25-45岁 3000元以上

电控设计师 2 电气自动化 本科 25-45岁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企业 编   号 10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896878/7896480 传真号码 789622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zf@hxpp.com.cn/
csf@hxpp.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薪酬待遇 上班地点

储备总经理 1 年薪20万元以上 厦门

集团客户开
发总监

1 年薪10万元以上 厦门

营销副总 1 年薪10万元以上 厦门

厦门同安西湖工业区

徐先生/陈小姐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曹先生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岳路63号东南三楼

2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PLC、工控、上位机

2年以上非标机械行业设计工作经验

厦门奥泰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大专及以上学历（30-
55），市场营销或相关专业； 
2、8年以上同行业营销管理工作
经历； 
3、有超亿元营业额业务团队管理
经验； 
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
作精神。

1、全面负责业务部门的管理及团队的建设； 
2、负责业务开拓计划的制定并跟踪检讨； 
3、参与客户的开发与维护指导；
4、指导完成业务部门相关管理规定的制定。

1、本科及以上学历（35-
55），企业管理相关专业；
2、具备卓越的战略眼光和超凡的
管理能力、超强的领导能力和职
业素养；
3、有大型包装印刷行业高层管理
经验优先。

1、按照授权完成对公司各职能部门的管理；
2、保证公司生产、业务指标的实现；
3、制定公司的发展策略；
4、完成公司的各项日常管理。

1、大专及以上学历（30-
45岁）；  
2、5年以上集团客户开发与服务
管理经验； 
3、有丰富集团客户资源优先。

1、全面负责集团客户开发组的日常管理；
2、主导完成集团客户的选择及开发；
3、负责组织集团客户对我司的评审与考察；
4、全面负责集团客户的维护与管理；
5、协助各子公司对集团客户的维护工作。

任 职 要 求 岗 位 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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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生产副总 1 年薪10万 厦门

营销经理 1 年薪7万元以上 厦门

财务经理 1 年薪5万 厦门

品质高级专员 1 3000以上具体面议 厦门

人力资源高
级专员

1名 3000以上具体面议 厦门

1、中专以上学历，30-55岁； 
2、8年以上瓦楞纸箱生产管理经
验，具有2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优先。

1、全面负责生产部的管理； 
2、负责指导按照业务需求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 
3、指导品管理部做好体系建立、实施和产品品质的保障工作； 
4、指导生产工艺的不断完善和改进。

1、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或包
装相关专业； 
2、从事印刷包装相关行业或三年
以上市场销售工作经验者； 
3、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交包装方案
，具有独立开拓市场的能力。

1、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测销售态势和销售状况，应对销售中出现的问题； 
2、制订销售计划及执行； 
3、负责了解客户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并如实反溃； 
4、追踪订单执行情况，协调业务与生产的作业； 
5、确保销售资金及时回笼，预防资金风险的发生，有效管理销售成本，获取最大盈
利； 
6、配合财务部对每月销售订单的核对工作。

1、5年以上财务管理、3年以上财
务部主管工作经历；
2、有仓储管理经验，具很强的原
则性和责任心。

1、全面负责指导财务部各项工作的开展；
2、协助财务总监完成对资金管理；
3、负责公司税收策划及成本控制，使公司经营利润最大化；
4、负责各项支出及报表的审核，指导仓管课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5、负责指导公司各项账务处理工作和年度预算工作的完成。

1、本科以上学历（28-35）；
2、5年以上大型纸品公司品质经
理经验；
3、熟悉ISO9000、ISO14000体系
建立及完善；
4、熟悉纸板纸箱生产工艺、品质
控制要点及方法；
5、具备较强的数理统计分析能力

1、指导各子公司完成品质标准制度及部门职责编制；
2、指导各子公司完成品质体系建立及完善；
3、指导各子公司进行内、外部体系审核；
4、提出生产工艺改善方案，提高产品品质；
5、指导各子公司现场品质管理，完善质量检验标准。

1、大专以上学历 男 （25-
35），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
2、五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人力资源主管工作经验
；
3、有大中型外企工作经验优先

1、协助建全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企业文化、绩效等）体系；
2、完成人力资源相关规章制度及方案的拟定和修改；
3、协助完成对各子公司管理部的监督管理工作；
4、负责新设厂培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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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客户开
发经理/高
专

1 3000以上具体面议 厦门

原纸采购 1 3000以上具体面议 厦门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内联 编   号 10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05092 [6032074] 传真号码 6032074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l234@是alom.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ERP项目实
施 3 程序设计 本科(含)以上

2000元以上，30
00元以下

电源设计 10
电机及应用电
子技术,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含)以上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机构设计 4
机械制造、模
具应用，英文
四级以上

本科(含)以上
2000元以上，3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10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194836 传真号码 71948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Vlin@ecco.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1、中专以上学历（25-35）；
2、能适应短期出差，两年集团采
购经验；
3、有1年以上原纸采购经验者优
先。

1、协助开拓新供应商；
2、完成原纸采购日常工作；
3、负责每月月底与供应商对帐。

1、 本科及以上学历（25-
35）岁，英语听、说、写能力佳
；
2、 
两年以上客户服务或业务开发经
验；

1、 负责对意向区域集团客户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2、 协助集团客户开发总监完成对大客户开发；
3、 维护与集团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上报；
4、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开关电源设计、单片机开发，对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原理熟悉，且英文四级以上三
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塑料产品设计经验实情工作经验达二年以上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熟悉生产、销售、采购、物料管理英文六级,熟悉生产、销售、采购、物料管理,实
际工作经验五年以上

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

罗玲

湖里工业区３１号厂房

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  ECCO(厦门)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CCO (厦门)有限公司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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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工程师 1 电气类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机加中心主管 1 机械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MTD 主管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培训及员工关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Main Planne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EHS Officer 1
环境工程或相

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1. Good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2. Basic knowledge of Footwear making
3. Superior aptitude in mechanical principles, background electrical, 
pneumatics
4. Good knowledge of different materials( Metals and non metals, 
fiberglass, plast materials, etc.)
5. Experience in handtools, devices and small machine making
6. Computer knowledge and good knowledge about windows office, word, 
excel, powerpoint, etc.

1. 5年以上企业培训或员工关系工作经验
2. 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
3. 良好的授课技巧
4. 有制造型企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1. At least 6 years experience of planning in manufacturing company
2. Fluent English
3. Well knowledge of MRP
4. Good computer skills, familiar with ERP/SAP
5. Analytical, able to work with details 

1.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精通PLC(Omron) 编程
2. 熟悉技术英语,英文良好,能与外籍人士沟通
3. 电脑操作熟练

1.At least 10 years experience, Hands on experience of all common 
workshop procedure & machines,good knowledge of welding is must
2.Leadership experience
3.Able to read technical drawings and work with AutoCAD
4.Fluent in oral & written English 

1. At least 3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of EHS
2. Has OHSAS 18001/ISO 14001 training certification
3. Good English both in writing & speaking
4. Good communication & organization skill, strong execu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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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师 1
电子／电气专

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编   号 10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92022 传真号码 579202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dennis.you@manpower.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工作地点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总管理处总经 1 厦门 本科 500K-800K/年

采购发包本
部副总经理

1 厦门 本科 250K-300Ｋ/年

产销管理部经 1 厦门 本科 ２００Ｋ/年

Business 
Analyst

7 厦门 本科
５０-
１００Ｋ/年

QA Manager 1 厦门 本科 ２００Ｋ/年

法务部经理 1 厦门 本科 ２００Ｋ/年

Credit 
Manager

1 厦门 本科 180K/年

1. Above 3 years relevant work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about 
automatization on machinery
2. Experience in PLC programming & Trouble shooting, including network
3. Good Technical English, can speak, read, write
4. Knowledge about ( ABB, IRC 5) robot technology is an advantage 

上海万宝盛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大型企业采购高层管理岗位8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大型制造业企业高层生产、销售相关管理岗位5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Responsible for capturing & manipulating incisive, relevant data & 
information from numerous internal & external sources in order to 
deliver analysis & recommendations on business direction. Owns 
continuous review & improvement of the analysis & delivery platforms.

游海毅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炬大厦南三楼305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大型企业高层管理岗位8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

Manager will have responsibilities in company 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nterfacing with local vendors and help define production line 
and other 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s

大型企业法务主管岗位5年以上或律师从业经验8年以上。

Good credit analysis ability - financ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minimum 
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finance or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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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R
若干 厦门 大专 100K以上/年

Area Sales 
Manager

2 厦门 本科
３００Ｋ以上/
年

Inside 
Sales 
Manager

若干 厦门 本科 200K/年

 Software 
testing 
engineer

1 厦门 本科
１００Ｋ以上/
年

工程公司总
经理

1 厦门 本科
２５０Ｋ-
３００Ｋ/年

总经理助理 1 厦门 本科 ２５０Ｋ/年

• 3 years or above working experience in IT industry 
• 2 years above working experience in sales or pre-sales engineer job. 
• Excellent telephone sell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 Good at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internal sales force and managers selling 
to large complex customers within a geographic region and within a 
specific market. Motivate sales force to se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ales incentive, career development, 
reporting mechanisms and one-on-one relationship building.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internal sales force selling to large 
complex customers within a geographic region and within a specific 
market. Motivate sales force to se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ales incentive, career development, reporting 
mechanisms and one-on-one relationship building.

．Manage team resource to support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field with at least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T industry and two years manager position.
．Understand Microsoft OS kernal, Windows series OS and Linux, knowledge 
on PC architecture and net work

．具有15年以上的大型石化厂的管理及营运之经验者.  
　　　　　　　　　　　　　　　．负责大型石化厂，包括炼油厂、芳烃厂、烯烃
厂及PTA厂等建厂及工程总包之管理及营运工作，有电厂经验尤佳

．大生管:订单需求规划与订单前期运作时间统筹掌控，工厂目标产量推动达成与生
产计划、交期的协调处理。协助总经理对目标产量及订单交期负责。　　　　　　
　　　　　　　　　　　　　　　　　　　　　　　　．企划：工厂规划与系统建
立（ISO体系的建立、工厂全部运作流程与品质控制程序建立与推行、考核激励机制
建立等），协助总经理对工厂体系及团队建设负责　　　　　　　　　　　　　　
　　　　　　　　　　　　．成本合理化：IE与成本控制，协助总经理对工厂LO负
责。　　　　　　　　　　　　　　　．技术：工厂技术转移、生产品质监督与评
价，保持长期推动制程技术及生产品质改善与提升，协助总经理对产品品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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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Finance 
Manager

  

1 厦门 本科 ３００Ｋ/年

区域销售经
理

1 福州 大专
１００Ｋ-
１５０Ｋ/年

Mechanical 
Qualificat
ions 
Engineer

1 厦门 本科 100K/年

 Customer 
Care KA 
Program 
Manager

1 厦门 本科 ２５０Ｋ/年

服务运营总
监

1 厦门 本科
２５０Ｋ-
４００Ｋ/年

总经理室副
总经理 1 厦门 本科

２５０Ｋ-
３００Ｋ/年

．More than 5 years related working experiences at management position 
in multi-company
．Expert of HK GAAP, knowing US GAAP is preferred, 3 years of overseas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More than 3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at management position in Big 5 
audit company.
．Be proficient in SAP, all MS Office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internet.

具备5-
8年以上FMCG行业的销售经验，并有带领团队的经验；对所辖区域的市场状况有一定
认识

• At least 4 years experience in a related function, mfg. environment or R
Organization 
• Proficiency with engineering softwares ( i.e. CAD , solidworks ) and mec
measuring equipments 
• Solid background in part costing/estimation/sourcing, mould/die design a
mech’l parts mfg. processes 

．Min. 6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with 2 years in management position. 
Working in multi-national company is preferable
．Working experience in quality field with hand-on experience on problem 
solving tools/methodology such as 5C, 6 sigma, SPC, etc is a must. 
Quality knowledge related to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computer & its 
commodity will be an advantage

 
5年以上移动通信行、电脑行业业客服渠道管理与规划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团队管
理能力；

总经理室下辖七部，大型企业高层管理岗位5年以上，石化及外资企业背景尤佳。良
好的规划、组织协调能力和制度订定能力；擅长沟通；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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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
ING 
ENGINEER

1 厦门 本科 １００Ｋ/年

Project 
Manager

1 厦门 本科 100K/年

material 
Manager

1 厦门 本科 250K/年

 Account 
SE/Sr. SE

1 厦门 本科 300K/年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0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581716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财务总监 1 财会类 本科 高级职称
大中型企业或进
出口公司同职经
验3年以上

高薪

Key areas of focus are to streamline and improve existing processes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organisation, with specific focus on quality, 
cost and availability. There will be an initial requirement for process 
design, relay-out, and stabilization, in line with current manufacturing 
changes. Ongoing focus areas for the role will include driving quality &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ctivities, manufacturing / process support and 
improvement,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 line with 
changing and evolving business needs.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will be 
an ongoing requirement of the role as needs arise.

5 -10 years of experiences with regard to managing one or a few projects 
which involve heavy cranes or pressure vessels or other engineering 
machineries.

3+ years supply chain related experience (preferred on multi-national 
co). be familiar with MRP flow and process

• 5 years industry experience, in which 2 years of coding experience can b
identified, and at least 1 year of them should be on BEA or related 
products, at least 1 year as an architect.
• 2 years experience as a presales consultant with customer focus, or equi
experience
• Working experience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 is highly preferred
• Portal & EAI related project experience is highly preferred

万亨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张小姐 5880088

湖滨南路国贸大厦28楼A座 WHX@WHXBEARING.COM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具有较强的财务管控意识，熟悉国家税法政策，有良好的社会关系
，对于集团融资工作能起到关键作用。 
有国际结算及信用证审核资深经验者优先.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
工作责任心强，忠诚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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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经理 1 管理类 本科 英语4级

大中型企业人力
资源及行政综合
管理同职5年以
上经验

高薪

高级外销主管 1 不限 本科 英语6级

5年以上外销业
务经验,至少3年
以上外贸管理经
验

高薪

储运主管 1 不限 本科 英语4级

3年以上排载通
关经验,至少1年
以上团队管理经
验

高薪

外贸业务员 3 不限 本科 英语4级
3年以上外贸工
作经验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合资企业 编   号 11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26033 传真号码 603050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cndmx@cn.abb.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柜体/元器件 2 机械或电气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熟悉人力资源各大模块的建设工作，特别擅长薪资体系建设及绩效
考核管理，沟通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团队建设和团队激励经验。

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及沟通谈判能力，熟悉国际贸易流程，在团队
建设和员工激励上有资深经验，英文流利，具备极强的忠诚度和敬
业精神。有机械产品贸易经验者优先. 

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及沟通谈判能力，熟悉通关排载及信用证下单
证的制作及审核,极强的成本意识,具备极强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
适应高压高效工作. 

熟悉外贸进出口业务流程，有独立开发客户经验者优先.英文流利.

厦门ABB开关有限公司

曹小姐

厦门市火炬高科技产业开发区ABB工业园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本科或以上学历，机械或（高压）电气专业，3年以上机械或高压电器设计经验；
2.熟练使用Auto-CAD和Solidworks等机械设计软件；
3.有10kV-35kV开关柜或电器元器件（断路器，负荷开关等）设计经验者优先；
4.热爱并愿意致力于研发工作，能吃苦，勇于创新；
5.具有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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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计工程 3 电气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机械设计工程 1 机械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采购专员 1 机电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生产计划员 1 工科背景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技术支持工程 2 机械或电气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销售工程师 3 电气 本科或以上
3000以上具体面
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内资企业 编   号 11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68025 传真号码 2668020

1.本科或以上学历，电气专业毕业，3年以上从事电力系统或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
2.较全面、系统地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继电保护、电力系统分析、加工工艺等知识
；
3.掌握中压开关柜的电气原理，能熟练应用AUTO-
CAD绘图，了解相关的技术和制造标准。
4.具有较好的电气专业英语知识。

1.本科或以上学历，机械专业毕业，3年以上从事电气行业机械设计工作经验；
2.较全面、系统地掌握总体机械设计知识、机械制图、加工、应用工艺知识；
3.掌握开关柜的机械设计原理，并能熟练应用AUTO-
CAD和Solidworks，了解相关的技术和制造标准；
4.具有较好的英语语言能力。

1.本科或以上学历，电气、机械或相关工科专业毕业；
2.3年以上采购或外贸进出口相关经验；
3.对电气或机械知识有一定了解；
4.掌握电脑的基本操作,熟悉使用ERP系统，了解SAP者优先；
5.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本科或以上学历，电气、机械或相关工科专业毕业；
2.2年以上物料控制或生产管理经验； 
3.对电气、机械或计划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4.熟悉使用ERP和MRP；
5.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本科或以上学历，机械或（高压）电器专业毕业，3年以上从事电气行业相关产品
设计工作经验；
2.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开关柜设计知识，具备整体方案设计能力；
3.熟练使用AUTO-
CAD和Solidworks，了解相关的技术和制造标准及一定的商务知识；
4.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客户服务意识；
5.具有较好的英语语言能力

1.本科或以上学历,电气或相关专业毕业，3－5年开关行业或其相关行业的销售工作
经验；
2.系统地掌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压技术等电气专业基础知识，了解开关柜产
品性能、原理及构造；
3.具有一定的商务知识及法律常识；
4.有电厂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5.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厦门老虎城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吴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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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企划部经理 1 企划类 本科 28岁以上 3000元以上

管理部经理 1 管理类 本科 28岁以上 3000元以上

招商主管 1 营销类 大专 / 3000元以上

财务部经理 1 财务类 本科 28岁以上 3000元以上

工务课主管 1 工程类 大专 /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港商独资 港商独资 编   号 112
联系人 联系电话：577573 5775738 传真号码 5775728、5624427

联系地址 xxjd@elitel.cn、scl xxjd@si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厦门思明南路11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具有5年以上购物中心或百货业行销企划的工作经验,有筹建经验的优先；2.能推
行公司的经营理念,制订行销策略,制订和实施公关计划,建设和维护媒体资源,宣传
推广品牌文化,有相关成功案例的优先；3.熟悉本专业的相关电脑操作；4.有很好的
计划、领导、沟通能力；5.熟悉内部刊物制作。

1.具有5年以上购物中心或百货业人事行政的工作经验,有筹建经验的优先；2.能推
行公司的经营理念,制订人事、行政、工务管理策略及相关制度流程；3.有很好的计
划、领导、沟通、协调、组织能力；5.熟悉百货公司人事、行政、工务各项工作。

1、专科以上，5年以上大型购物中心商场、百货招商、管理工作经验，拥有丰富的
商家或社会资源； 
2、形象佳,具有良好的谈判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3
、熟悉商场百货营运流程，熟知百货业女性产品知名品牌；4、具有女装及女鞋招商
经验者优先。

1、财务会计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2、具有三年以上百货业同职工作经验；3、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一定的对外公关能力；4、具有全面的财务专业知识，财务
处理及财务管理经验；5、精通财税法律法规，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和丰富的财
会项目分析处理经验。

1.工程相关专业；2、5年以上百货行业同职岗位经验；3、较强的沟通及协调能力；
4、能够撰写工务管理相关流程及制度。

厦门盛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邵威烈、蓝先春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创业园创业大厦604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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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设计若干 电子设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无 5000~10000元

嵌入式软件开若干 计算机软件相关专本科以上 无 5000~10000元

大型数据库开若干 计算机软件相关专本科以上 无 5000~10000元

软件工程师 若干 计算机软件相关专本科以上 无 5000~10000元

项目管理 若干 项目管理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无 5000~10000元

产品策划 若干 产品策划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无 5000~10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卫生事业单位 编   号 11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137792 传真号码 -21371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dyyyrsk@sohu.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临床内科 15

心血管内科、
肿瘤内科、放
疗科、内分泌
科、风湿免疫
科、血液科、
肾内科、呼吸
内科、消化内
科（含内窥镜
）、肺科、感
染疾病科（消
化、呼吸等）
、急诊内科、
杏林院区（内
科）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45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按国家规定执行

2年以上工作经验

2年以上工作经验

2年以上工作经验

2年以上工作经验

2年以上工作经验

2年以上工作经验

厦门市第一医院

林科长

厦门上古街1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从事本专业15年以上，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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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外科 15

神经外科、肝
胆胰血管外科
、小儿外科、
耳鼻喉头颈外
科、眼科、口
腔科、普外科
、骨科、肿瘤
外科、乳房科
、急诊外科、
皮肤科、杏林
院区（骨科、
普外科、神经
外科）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45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按国家规定执行

妇产科 2 妇产医学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45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按国家规定执行

儿科 4 儿科内分泌、心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中医科 1 中医相关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45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按国家规定执行

药学部 2 药学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医技科室 8

放射科、检验
科、超声影像
科、病理科、
高压氧科、杏
林院区（放射
科）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营养科 1 营养医学相关专业硕士学历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护理部 3 护理专业 硕士学历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人力资源部 1 卫生事业管理、人硕士学历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科教科 1 预防医学等专业 硕士学历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病案科 1 医学信息相关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

45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按国家规定执行

统计科 1 卫生统计相关专业硕士学历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康复科 3 康复医学相关专业硕士学历学位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企 编   号 11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99891 传真号码 5899880

从事本专业15年以上，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

厦门纵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燕萍

从事本专业15年以上，副高以上职称

通过医师资格考试

从事本专业15年以上，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

从事本专业15年以上，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

通过医师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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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p@zonghenggroup.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
主管

1
市场营销等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26-35 4000

旅行社副总
经理

1
旅游管理、市
场营销、外语
等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20-40 5000以上

旅行社业务
部经理

1 不限 专科以上 20-40 3000以上

宾馆营业部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20-40 3000以上

技术工程师
(设计)

1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以上

高级业务经理 1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1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310777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物流部经理 1
国贸、物流管
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物流师职称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外贸采购专
员（面辅料

）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学历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橱窗设计 1
美工科相关专

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熟练操作各类平面设
计软件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厦门市湖滨东路11号邮电广通大厦2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能带领团队，调动、鼓舞团队士气，具保险行业与直销行业
工作经历者优先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旅行社相关知识；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工作责任心强，能承受工作压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设备。

旅游相关3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旅游业务的操作和管理工作；有较强的旅游营销推
广能力；擅于组织和管理团队；思路清晰，有激情。熟悉组团及地接业务，带有一
定业务量。

两年以上进口面、辅料采购工作经验，具备丰富的国外供应商资源，良好的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三年以上服装店铺橱窗设计及陈列经验；

大专以上,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对智能建筑行业有较正确了解，熟悉招投标工作
者优先；有吃苦耐劳精神。

至少三年以上宾馆相关工作经验；有一定的业务和管理经验，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
调能力；有丰富的市场开拓能力及较强的团队领导能力。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智能建筑各个子系统，熟练掌握AUTO 
CAD；熟悉招投标流程；对智能建筑所涉及产品有安装调试经验；有吃苦耐劳精神。

厦门湖里大道95号鸿展大厦

两年以上大中型服装企业物流管理工作经验；

中悦（厦门）服饰有限公司 三资企业

张小姐/邓小姐 5620688转108/133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hr@jony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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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陈 5
美工科相关专

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熟练操作各类平面设
计软件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平面设计师 3
美工科相关专

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熟练操作各类平面设
计软件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软件工程师 5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学历

熟悉SQL SERVER 
数据库； 
熟悉多种开发语言，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品牌业务副
理/专员

5
市场营销及相

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培训专员 3
教育、管理类
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税后RMB3000以

上/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1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937021 传真号码 593701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sanan-e.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总经理秘书 1 本科

35岁以下，男性，主
要负责总经理的日常
接待与写作、文件管
理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材料氮化镓
LED材料研
发研发

5
半导体、光电
子

博士、硕士，高
级工程师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砷化镓LED
材料研发

5
博士、硕士，高
级工程师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芯片制造 5
博士、硕士，高
级工程师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有.NET平台开发经验者佳； 
一年以上项目开发经验，有ERP维护经验优先；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及团队协作精
神；

多年同行业工作经验能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外语听、说、读、写流利（英或德、韩
、日）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文员或业务内勤工作经验，电脑熟练，具一定外语阅读能力

多年同行业工作经验能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外语听、说、读、写流利（英或德、韩
、日）

多年同行业工作经验能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外语听、说、读、写流利（英或德、韩
、日）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吕岭路1721号 

普通话标准，良好的表达能力及沟通协调能力，有服装终端培训经验优先，能适应
出差。

一年以上服装陈列经验；

二年以上平面设计经验，对市场流行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力；

1.两年以上国内外知名品牌女装业务拓展或店铺管理经验； 
2.熟悉品牌服饰终端管理，对人员培训、店务管理、货品陈列、库存管理、品牌形
象维护有一定的经验；3.熟悉全国一类及二类城市，具有良好的市场拓展能力及组
织管理协调能力；4、具备良好的个人形象及较高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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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业务员 5 大专或本科
负责开拓韩国、日本L
ED产品市场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驻外业务经
理 

10 大专或本科

主要职责：开拓国内L
ED、PD芯片市场、信
息收集及专案策划、
开展销售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客户服务经
理

6
电子类专业毕
业，有LED封
装企业经验

大专或本科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外延技术员 5
自动化、机电
一体化或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

大专或中专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质量控制员 2
电子类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动力运行人
员

2 中专或大专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电气维修工
程师 

2
自动化控制专
业

大专以上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污水处理人
员 

1 中专或大专 男性

公司提供住宿。
月薪3000元以上
，或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1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6888-6380 传真号码 571578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联想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火炬开发区厦华电子工业城内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PLC控制，有动力系统维护、制氢站维护经验优先。

1-2年以上工业污水处理经验。

主要职责：负责客户信息反馈分析、产品试验、计量校验及芯片光电参数的验证等
。

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能适应三班倒生产。主要职责：从事生产设备的维修、维护
及保养工作等

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能适应三班倒生产。主要职责：对各站点产品质量情况进行
记录及分析并控制。

有电工证，对高低压配电、中央空调、水质处理等有一定的经验，愿意倒班。主要
职责：负责监控及维护和保养纯水、冷却水、空调、空压机等设备的工作。

沟通和表达能力强，3年以上电子产品销售经验

韩语或日语听、说、读、写流利，二年以上外贸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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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 2 本科以上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标准化工程
师

1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1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6442/5697224 传真号码 603786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平面设计工
程师

3
工业设计、平
面设计专业

全日制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国际贸易人
员

5
国贸或英语专
业

全日制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机构工程师 3
电子、机械类
专业

全日制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网络工程师 2 计算机专业 全日制本科
3000元以上，40
00元以下

电子工程师 3
电子、通讯专
业

全日制本科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软件工程师 3
电子、通讯专
业

全日制本科
4000元以上，50
00元以下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1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92213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熟练掌握电脑硬件维护和软件安装，熟悉网络系统维护，两年以上中型网络维护经
验

火炬高新区创新路兴联电子大厦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英语4级、能快速阅读英文资料；熟悉设计软件；设计工作经验两年以上

英语6级、口语佳；熟练办公软件；沟通能力强；进出口工作经验两年以上

熟悉塑胶产品机构设计，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厦门市中山医院

英语4级、能快速阅读英文资料；熟悉电路硬件及电路板设计；样机测试、制作经验
两年以上

英语4级、能快速阅读英文资料；熟悉电子电路软件设计；设计工作经验两年以上

厦门兴联电子有限公司

有两年以上手机行业培训经验者可放宽至大专；一年以上培训经验，有相关终端工
作经验更佳；具备诚实公正、热情善良的品德，能与他人分享心得或经验，有很强
的责任心。负责战区内培训体系的搭建,培训队伍的建设,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教材
的开发,培训课程的实施,培训跟进、评估.

具备电路系统、信号处理、通信方面的理论基础知识；具备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者
优先考虑； 
有通信行业市场经验和手机系统设计经验优先;本科以上，计算机、通信、电子等相
关专业.负责手机元器件发展趋势的研究，标准化设计以及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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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外科学
9

普通外科、肝
胆外科、创伤
外科、胸外科
、妇产科、整
形外科、骨科
、急诊外科、
麻醉学、眼科

博士、正高级职
务 

在三甲综合性医院 45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内科学 4
ICU、呼吸内
科、儿科、中
医科、肾内科

在三甲综合性医
院

45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医技
5

肿瘤介入、腹
部超声、核医
学、医学影像
（MR、CT、普
放）

博士、正高级职
务 

在三甲综合性医院 45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护理管理
1

护   理
硕士、副高级职
务或本科、正高
级职务 

硕士、副高级职务或
本科、正高级职务  
在三甲综合性医院

40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设备科
1

生物医学工程 本科、高级职务 在三甲综合性医院 45岁以下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2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50998 传真号码 -535099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enkun99888@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集团副总经
理

1
房地产相关专

业
全日制本科以上 年薪15万以上

房地产公司
总经理

1
房地产相关专

业
全日制本科以上 年薪15万以上

资源总经理 1 全日制本科以上 月薪4000元以上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博士、正高级职务

福建森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曾小姐、吕小姐

厦门市湖滨北路72号中闽大厦9层01单元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熟悉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渡假、企业管理等，十五年以上房地产管理经验，五
年以上大型房地产企业常务副总及以上职务，综合能力强。

熟悉房地产企业全面运作，五年以上房地产企业全面管理工作经验，综合能力强

五年以上大型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经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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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部经理 1
房地产相关专

业
全日制本科以上 月薪5000元以上

财务部经理 1 会计专业 全日制本科以上 高级会计师 年薪10万以上

会计 2 会计专业 全日制本科以上 会计师 月薪3000元以上

工程水电、
土建预算人

员

各1
名

工民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有预算员证 月薪4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2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389307 传真号码 638931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angym898@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挖掘机分厂
总工

1 工程机械 本科,工学士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挖掘机主管
设计师      1 3 工程机械或焊接本科,工学士 40岁以下 4000

挖掘机结构
设计师

2 工程机械或焊接本科,工学士 35岁以下 3200

挖掘机电气
控制设计

1 电气自动化 本科,工学士 35岁以下 3200

挖掘机主管
工艺师

3 工程机械或焊接本科,工学士 40岁以下 4000

质量管理主
任工程师

1 工程机械 本科,工学士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质量管理主
管工程师

1 工程机械或焊接本科,工学士 40岁以下 4000

机械工程产
品热处理主
管工艺师

1 热处理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男性   谈判工资

具有独立操作房地产及旅游渡假开发项目全程营销及策划经验，八年以上房地产营
销策划、市场管理经验。

十年以上大型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五年以上房地产企业财务工作经验。

八年以上从事施工单位预决算工作经验

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王嫣明   周志榕

厦门灌口南路668号之八  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高级工程师,10年本行业工作经验,担任过挖掘机技术开发部门主要领导工作

工程师,从事挖掘机开发设计工作5年以上,能独立完成设计及指导技术员工作.

工程师,从事挖掘机开发设计工作2年以上,可单独承担部分结构件设计.

工程师,从事挖掘机开发设计工作2年以上,有相关设计经验,能独立工作.

工程师,从事挖掘机生产现场管理工作5年以上,有相关工作经验

高级工程师,从事挖掘机生产质量管理工作5年以上

工程师,从事挖掘机生产质量管理工作5年以上,(结构件焊接或装配质量管理经验)

工程师以上,连续从事工程机械类产品热处理工艺工作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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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工主管
工艺师      1--机械加工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男性   谈判工资

工艺定额管
理与成本核
算主管工程
师

      1- 工业工程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4000

物流.生产工

程优化设计.
管理主管工

      1- 工业工程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男性 4000

筑路机械设
计    

项目负责人

      1- 路面机械 本科以上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路面养护机
械设计项目
负责人

      1- 公路机械 本科以上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路面维修机
械设计项目
负责人

      1- 公路机械 本科以上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钢结构焊接 

主管工艺师       1- 焊接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男性    谈判工资

液压技术研
究设计及开
发项目负责
人

      1- 液压 本科以上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产品造型设
计主任工程
师

      
1--2 工业设计 本科 40岁以下

              
谈判工资

工程机械电
器系统设计
主管工程师

      1- 电子及自动化
控制

本科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结构设计主
管工程师

      1- 材料焊接.工程

机械等
本科 48岁以下              谈判工资

进出口业务员 4 不限 本科以上 男性35岁以下              3200以上

营销策划(外 1 不限 本科以上 男性35岁以下               3200以上

工程师以上,连续从事工程机械类产品机械加工工艺工作10年以上,熟悉数控加工技术

工程师以上,连续从事工程机械类产品工艺定额管理与成本核算5年以上并熟悉工程

机械制造工艺.

工程师以上,连续从事工程机械产品相关工作5年以上

高级工程师,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高级工程师,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高级工程师,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工程师以上,连续从事工程机械钢结构焊接工艺工作10年以上,特别对焊接变形与焊接

缺陷有相当研究

高级工程师,10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挖掘机等工程机械液压系统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板金工艺和机械美学

高级工程师,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高级工程师,1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年以上机电产品、配件出口工作经验，懂俄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者优先

3年以上市场策划、分析、促销经验，懂英语（看、写、说），文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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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绩
效管理专员

1 人力资源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3500

机械制造设
计(齿轮厂) 1 机械制造 本科,工学士 45岁以下 5000--5500

金属材料及
热处理工程
师(齿轮厂)

1

金属材料  

热处理 本科,工学士 40岁以下 4000--4500

分公司总工 1 工程机械 本科 45岁以下 谈判工资

装载机     

主管设计师 2 工程机械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挖掘机总体 

主管设计师 1 工程机械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挖掘机结构 

主管设计师 1

工程机械、  

焊接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挖掘机传动
系统主管设
计师

1 工程机械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挖掘机动力
系统主管设
计师

1

工程机械、内
燃机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挖掘机液压
系统主管设
计师

1 工程机械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主管工程师 1 工程机构 本科 40岁以下 3200以上

分公司生产
部         

主管工艺师
1 工程机械 本科,工学士 35岁以下 3200以上

助理人力资源师,3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高级工程师,有相关行业8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程师,有相关行业8年以上工作经验

高级工程师,英语四级以上,有相关行业10年以上工作经验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装载机传动系统.结构系统的设计工作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挖掘机总体设计工作.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挖掘机结构系统的设计工作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挖掘机传动系统设计工作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挖掘机动力系统设计工作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挖掘机液压系统设计工作

英语四级以上,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产品的相关标准制定,产品资料和行业

科技情报的收集工作

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CAD、PRO/E计算机制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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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2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077118  13906033621 传真号码 -57889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inxb@vimm.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年龄不限，适应经常
出差

税前4000元/月
，业绩提成。住
房公积金＋社保

销售工程师 3 不限 大专以上
40周岁以下，适应经
常出差

税前3000元/月
，业绩提成。住
房公积金＋社保

研发工程师 1
汽车电子、工
业自动化等

大专以上 不限
税前3000元/月
，奖金。住房公
积金＋社保

厦门日辰科技有限公司

林晓斌

厦门湖里区禾山镇围里5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岗位职责：
1、面向企业用户销售公司的产品及服务；
2、提供售前技术交流服务和售后服务；
3、协助销售总监做好重点市场开拓规划；
4、完成年度销售任务。
任职要求：
1、两年以上企业型用户的销售经验，具备汽车制造企业的销售经验、汽车检测设备
销售经验或智能仪器销售经验者优先考虑；
2、沟通能力强，思维清晰，并具备较强的亲和力。

岗位职责：
1、面向企业用户销售公司的产品及服务；
2、提供售前技术交流服务和售后服务；
3、在销售经理的领导下做好重点市场开拓规划；
4、完成年度销售任务。
任职要求：
1、两年以上企业型用户的销售经验，具备汽车制造企业的销售经验、汽车检测设备
销售经验或智能仪器销售经验者优先考虑；
2、沟通能力强，思维清晰，并具备较强的亲和力。

岗位职责：
1、开发车载OBD诊断仪解码器、尾气分析仪和底盘测功机控制软件；
2、为销售队伍提供技术支持和用户需求解决方案；
3、工程现场安装调试。
任职要求：
1、两年以上智能仪器或工业自动化智能设备控制软件开发经验，熟悉C＃.net编程
环境优先考虑；
2、具备车载OBD诊断仪解码器开发经验和尾气分析仪、底盘测功机控制软件开发经
验优先考虑；
3、具备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系统开发经验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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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2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292350 传真号码 629239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gh@wtscience.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机械设计工程２人
机械制造及相
关专业

本科 35岁以下
月薪3000元以上
，具体的薪酬待
遇面议

电气工程师 ２人
自动化控制相
关专业

本科 35岁以下
月薪3000元以上
，具体的薪酬待
遇面议

电子研发工程２人
电子\自动化\
仪器仪表等相
关专业

本科 35岁以下
月薪3000元以上
，具体的薪酬待
遇面议

销售工程师 1人
自动化控制相
关专业

大专 35岁以下
月薪3000元以上
，具体的薪酬待
遇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2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3950158775 传真号码 826058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huoWeiSoft@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系统分析员 2 计算机相关专业大专以上 有大中型软件开发项目年薪5万－12万

程序员 4 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年薪4万－8万

厦门市文天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李现玲

集美北区孙坂南路6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五年以上机械设计工作经验，能独立从事非标机械设备的开发与设计工作，熟悉非
标机械设备的开发流程和机械制造工艺。

五年以上工业电气自动化控制设计工作经历，熟悉电气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与PLC编
程，能够独立承担电气控制系统的项目设计。

三年以上电子类硬件产品开发经验,具有良好的模电\数电基础知识,熟悉单片机应用
设计，具备电路分析与设计能力，以及Ｐrotel软件＼单片机Ｃ语言\汇编语言应用
能力，具有仪器仪表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二年以上工控设备销售经验，有钢铁厂工作经验者优先

厦门市卓为软件有限公司

李山海

厦门市会展中心会展南七路73号242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精通Delphi、ERP、懂财务；对企业管理深入了解；4年以上工作经验。

 
1、精通Delphi中数据库管理组件的开发与应用，并能对第三方控件有深入了解；2
、熟练类模型的开发与设计；3、至少精通SQLSERVER数据库；4、工作经验至少

二年以上，有到过企业ERP管理思想的深入了解，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5、有自

己设计的作品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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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实施员 5 计算机相关专业中专以上 年薪四万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2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119222 传真号码 71195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anniexiao100@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行政秘书 1 文秘或经济管理本科、学士 25-35岁，女性优先 3000以上

生产部经理 1 不限 大专 30岁以上 3000以上

包装车间 主 1 电子技术、机械大专 3000以上

 
"任职资格:1、具有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精通工厂管理，懂成本控制与核算；2具
备6年以上大型工厂生产管理经验及3年以上生产厂长或总监的管理经验；3、具备食
用油脂生产的相关技术管理经验，对生产物流、生产过程管理、生产技术管理有全
盘运营管理经验；4、熟悉5S 
管理 ISO质量管理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5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及统筹能力 = 
"任职资格:1、三年以上生产管理经验，熟悉生产制造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管理经验
，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建设与领导能力；2、有受过生产管理或企业管理方面
培训优先考虑。3、熟悉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绩效考核、ISO质量管理、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4、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及统筹能力。

   
工作职责：1、协调社会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具有良好的公关交际能力；2、对行政
管理的事务性工作有娴熟的处理技巧，电脑操作熟悉；3、文笔功底强、具备较高公
文写作能力及相关项目申报编写能力；5、协调上级领导完成日常工作的追踪、汇报
及与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6、上级领导交办其它事项的完成、落实任职资格：1、
三年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行政类工作经验，英语六级；2、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能
熟练撰写各类公文；3、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执行能力
；4、心态平和，性格平稳缜密，责任心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人山高科技园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1年以ERP软件实施经验；2、具有完整的企业管理理论知识和经验，熟悉相关M
RP、ERP产品使用；

3、具有较强的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计算机相关知识，有大中型企业(含外资企业)
制造和物流实务经验者优先；4、较强的项目控制能力，组织策划与授课能力

厦门中盛粮油企业有限公司

肖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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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经理

1
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
本科、学士 3000以上

稽核部经理
1 不限 本科 3000以上

法务专员 1 法律或法学 本科 3000以上

贸易副总 1 国际贸易 大专 3000以上

散油贸易人
员

1
国际经济贸易
或相关专业

本科或以上学历 3000以上

工作职责：1、组织制定和完善人力资源招聘、任用、考核、薪酬、绩效、培训制度
与流程;2、负责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有很强的制订绩效考核的经验；3、编制公司
人力资源规划，负责人员晋升、异动、离职考核评估；4、负责培训，制订员工培训
计划，组织技能考核鉴定和培训实施，进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管理。
任职资格：1、三年以上大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英语四级；2、具备较强
的逻辑分析能力及洞察力，沟通协调能力佳；3、熟悉国家人事政策、法律法规及相
关办事流程，熟悉各种绩效评价方法和管理流程；4、具备良好的统筹能力及团队管
理能力。

工作职责：1、全力维护公司的正常运作体系，监督、检查公司的各项制度、标准执
行落实，为各部门的管理改进提供合理的依据；2、对于制造工厂的产、供、销全面
运营熟悉，熟悉ISO体系、7S管理；3、能在总经理指示下，主导公司的稽核工作；4
、较强的洞察、分析、判断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强，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任职资格：1、男女不限，本科以上文化，专业不限制，身体健康；2、1-
2年的ISO内审员或稽核专员工作经验；3、对于制造工厂的产、供、销运营、ISO900
0体系、7S管理较为熟悉；4、计算机办公软件操作熟练；

    
工作职责：1、查询法律及政府规定,为公司经营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2、参与
公司法律纠纷的调解,促裁,诉讼准备以及对外律师委托；3、起草,审核,修改各种业
务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参与商务谈判及合同管理工作；4、协助对企业规章制度的
合法完善；5、办理领导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任职资格：1、性别不限，CET-
4或以上；2、3年以上大型公司法务专员工作经验;精通合同法,经济法,具有合同处
理,劳资纠纷处理,商标,诉讼等相关工作经验；3、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分析能力及
公文处理能力,抗压性强；4、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或具有律师资格优先；

任职资格：1、三年以上国际贸易操作经验，熟悉贸易流程；2、有独立业务经验或
开拓能力，以及贸易业务管理实际经验；3、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较强的管理能
力，思维清晰、敏捷、沟通表达能力强；4、综合素质高，良好的职业操守及较强的
团队合作精神；

  任职资格：1、男女不限，CET-
4或以上；2、一年以上的业务开拓经验，有国际贸易实际操作经验优；3、具备良好
的团队精神及沟通技巧，工作积极主动，能承受压力，愿意接受挑战；4、性格开朗
，敬业，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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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经理 数名 不限 大专 3000以上

省外大区 
经理

数名 不限 大专 3000以上

区域经理 数名 不限 大专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12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69716 传真号码 559806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ismart_cn@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市场经理 1 大专 工作经验五年以上 3000以上

自动化工程师 2 自动化 大专
1.性别要求:  
男2.工作经验五年以
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股份制企业 编   号 12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168862 传真号码 516730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sanxia-bgs@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任职资格：1、三年以上快速消费品销售经验，必须有具体的实战经验；2、对食用
油脂行业熟悉者优先；3、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及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团队精神
；4、工作区域：粤西、湖北、东北区、华中区

  
任职资格：1、三年以上快速消费品销售经验，必须有具体的实战经验；2、对食用
油脂行业熟悉者优先；3、有独立负责运作省级区域市场经验，丰富的市场分析及判
断能力；4、性格外向、富于进取，工作责任心强, 
良好的敬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工作区域：三明、龙岩、宁德

  任职资格：
1、五年以上快速消费品销售经验，必须有具体的实战经验；2、对食用油脂行业熟
悉者优先；3、公正、严谨、敬业，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团队精神；4、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工作区域：华中区域市场

厦门海慧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温春香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坂上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负责市场开拓和销售渠道的建设和规划管理                          
2.负责在区域内客户的开发维护工作,并能和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           
岗位要求:
1.口齿伶俐,有销售经验,对工作有一定规划性,自我掌控时间的能力较强.  
2.团队意识强,能吃苦耐劳,在压力下开展渠道工作.   
3.熟悉工控产品及工业自动化项目,能对客户资料进行有效整理和归纳.    
4有工控产品及工业自动化项目渠道经验优先考虑.

1.电气自动化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英语4级,                    
2.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有团队合作精神,                             
3.有较强的故障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                         
4.熟练掌握典型控制电路的原理和安全知识                                   
5.熟悉PLC编程,交直流调速系统                                    
6.能吃苦,并适应出差

厦门三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黄小姐

厦门市湖滨南路819号宝福大厦2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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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汽车4S店总经理 1
汽车或管理等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无 3000元以上,面议

车4S店总经理助 1
汽车或管理等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无 3000元以上,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2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209870 传真号码 720989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mf@yinlian.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技术总监 1 建筑、石材         大专   30—45岁        4000元

国际贸易部

经理
1 国际贸易       本科   30—40岁        4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2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9647 传真号码 57172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lh@hotcardtech.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研发工程师 5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高级研发工
程师

5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研发经理/
总监

2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国际销售经
理

2 英语/工科类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
5年汽车4S店管理经验,对现代汽车行业经营管理模式有全面了解和实战工作经验，
能准确把握和控制公司经营管理中各重要环节
三年以上汽车4S店工作经验，有较强的整体运营控制和协调能力

厦门市银联石业有限公司

陈先生、高先生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石材工业园碧云中路52—7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熟悉各种石材品种及产品的加工方式、生产工序的流程及质量技术要求、熟悉各石材加工工具

及机械原理，能指导工厂的生产，能看懂各种石材加工图纸。

进出口贸易公司10年以上工作经验，5年以上国际业务主管经验。

厦门思根科技有限公司
王玲华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炬大厦S402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要求有3年以上相关的软件开发经验，对模式识别、或图像处理、或各平台手机C/C+
+软件开发、或PC 
C/C++软件开发、或服务器C/C++/Jave软件开发有相当的工作经验，良好的英语书
写和阅读能力
要求有3年以上相关的软件开发经验，对模式识别、或图像处理、或各平台手机C/C+
+软件开发、或PC/服务C/C++软件开发 
有相当的工作经验，英语4级以上，良好的英语书写和阅读能力

要求有5年以上相关的开发及管理经验，对模式识别、或图像处理、或各平台手机C/
C++软件开发、或PC/服务C/C++软件开发 
有相当的工作经验，英语6级以上，良好的英语书写和阅读能力。

英语6级以上；本科计算机系、外文系、或外贸系毕业；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
手机软件或PC软件的国际销售经验；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业务拓
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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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销售代
表

4 英语/工科类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无线增值服
务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增值服务(S
P) 
业务人员

2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财务经理 1 财会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产品策划 2 不限 本科以上学历 3000以上,从优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3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86615（转216） 传真号码 268661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goodfirst.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担保公司副总 1
经济管理、金
融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总经理助理 1
经济管理、新
闻广告、法律
类专业

本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投资专员 1
投资管理类相
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资金专员 2
金融学、会计
、财务管理等
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英语6级以上；本科计算机系、外文系、或外贸系毕业；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
手机软件或PC软件的国际销售经验者有限录用；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和业务拓展能力。工作努力、负责任、积极进取、有理想抱负，性格外向,熟悉电
脑软件使用

负责公司无线增值服务市场拓展工作。有良好的沟通谈判能力和市场策划推广能力
，3年以上无线增值服务市场工作经验。具有运营商/手机厂商/手机销售渠道关系者
优先。

要求负责公司市场拓展领域的工作，完成收入任务的实施操作者；有良好独立工作
的能力，善于独立完成客户开发工作；了解移动通信领域增值服务优先，良好的沟
通、谈判能力和商务操作能力，以及资源整合和分析能力，在市场策划能力、文案
撰写能力和市场推广组织实施能力较强者优先，一年以上互联网、无线增值市场或
销售工作经验，具有运营商关系资源，熟悉SP运营机制

4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软件或无线增值服务行业工作经验；有外资企业投资、融
资工作经验优先；有上司公司融资工作经验优先；

要求大专以上计算机相关专业学历 
，熟悉电脑或手机软件或网络服务，较强的产品策划、沟通交流能力，具有良好的
责任心，有团队合作精神，学习能力强，英语四级以上，英文水平具有良好读写能
力

厦门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杨小姐

厦门市厦禾路189号银行中心806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银行、担保行业工作经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学习创新能力

3年以上办公室或投资部门工作经验，良好的文字功底与沟通表达能力

3年以上投资工作经验，能够对金融、房地产、IT等行业领域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
，良好的学习创新能力与谈判能力

3年以上银行、证券行业等资金运作经验，良好的压力承受能力与沟通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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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造价师 1
工民建等相关
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水电造价师 1
给排水、电气
安装、暖通等
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土建工程师 1
工民建等相关
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水电工程师 1
给排水、电气
安装、暖通等
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房地产前期 1
房地产经营管
理类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建筑设计工程 1
建筑学等相关
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给排水/暖通 1
给排水/暖通
等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电气设计工程 1
电气类相关专
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房地产营销策 1

房地产经营管
理、新闻广告
、市场营销等
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无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企业 编   号 13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029998 传真号码 712880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mengtexin@sohu.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职业商业营养师20 不限 大专以上 5万~10万/年薪

各省市销售经20 不限 大专以上 5万~10万/年薪

料厂品管技术人10 动物营养   

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5万~10万/年薪

造价师，5年以上土建预决算工作经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职业操守

造价师，5年以上水电预决算工作经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职业操守

中级及以上职称，5年以上现场施工管理经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应变能力

中级及以上职称，5年以上现场施工管理经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应变能力

5年以上房地产前期工作经验，熟悉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相关报批手续，良好的团
队协作精神和沟通协调能力，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5年以上建筑设计院工作经验，熟练使用CAD,良好逻辑思维能力，细致严谨，责任心
强

5年以上给排水/暖通施工或设计工作经验，熟练使用CAD,较强的市场敏锐度及良好
的沟通协调能力

5年以上电气施工或设计工作经验，熟练使用CAD,较强的市场敏锐度及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

5年以上房地产行销策划经验，良好的文字功底、沟通表达能力与学习创新能力

厦门蒙特新牧业有限公司

詹老师，邢小姐

福建厦门同安区南环路商会大厦八层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有志在本行业发展的优秀人才，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诚实善
于与人沟通。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有志在本行业发展的优秀人才。              

饲料厂品管技术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工作踏实，有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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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3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398588 传真号码 23982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ashier@recycle-materia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业务经理 5 本科以上
在４０岁以下，男女
不限

3000＋提成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3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15588转142 传真号码 52139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sb@xmufit.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营销总监 1 不限 本科以上 5000以上

财务总监 1 财务 本科以上 5000以上

总经理助理 1
英文、外贸专

业
本科以上 5000以上

制造经理 1 机械相关 本科以上 5000以上

电子研发经
理

1 电子相关 本科以上 5000以上

财务经理 1 财务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采购副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制造课长 1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开发设计工
程师

5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25-35岁 3000以上

厦门市隆诚兴贸易有限公司
宋小姐

厦门鹭江道268号远洋大厦6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从事内外贸销售业务三年以上能独立开展业务，并且已经有内外贸成熟的客户．

厦门市优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程永

厦门市环岛路五通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八年以上国内市场开发营销经验，有独到的营销策划技巧，擅于新产品新市场的开
发能力。

八年以上制造型企业财务管理经验，熟悉各类财税经济法规，了解企业融资和财务
内控知识，具备财务全盘操作能力。

英语六级以上，五年以上大型企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有三年以上外贸工作经验，
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五年以上大中型企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五年以上电子软、硬件产品开发经验，熟悉单片机应用设计，有仪器仪表行业经验
者优先。

中级以上职称，五年以上财务经理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财务核算、决算、分析能
力，熟悉财务软件。

五年以上大中型企业同等职业工作经验，熟悉五金、塑胶、电子等物料的采购渠道
，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五年以上大中型机械加工行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五年以上机械行业工作经验，熟练使用CAXA、PRO/E软件，有健身器材行业工作

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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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艺工
程师

5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包装工艺工
程师

2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电子工程师 2 电子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外贸业务员 5 外贸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品管课长 1 机械相关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3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91770 传真号码 588007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lb@seashine.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零售企业高管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岁以下 3000以上

外贸企业高管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岁以下 3000以上

星级酒店高管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岁以下 3000以上

餐饮酒楼高管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岁以下 3000以上

财务委派经理若干 会计 本科及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3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98166 传真号码 58981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heyl@ufida.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熟练使用CAXA、PRO/E软件；识图能力强，专业理论功底扎实，熟悉机械制造工

艺，能编排机加工、焊接等整套工艺流程；有健身器材或钢管家具行业二年以上经
验优先。

有扎实的机械知识，熟悉健身器材行业的包装工艺流程，有健身器材或钢管家具行
业二年以上经验优先。

三年以上电子软、硬件产品开发工作经验， 熟悉单片机应用设计

三年以上外贸工作经验，英语四级以上，能独立开拓市场。

五年以上大中型企业品质管理工作经验，有健身器材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厦门夏商集团有限公司

王继芳

厦门厦禾路939号华商大厦17层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大型零售企业相关岗位任职经历，熟悉现代百货业务流程运作。

3年以上大型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任职经历。

5年以上四星级酒店副总经理以上任职经历。

5年以上大型知名餐饮酒楼副总经理或行政总厨以上任职经历。

会计师以上职称，3年以上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验，熟悉税法等相关法规知识
。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何依璘

湖东路11号邮电广通大厦1201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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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户经理 3 不限 大本 3000元及以上

售前顾问 2 不限 大本 3000元及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内资企业 编   号 13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38122 传真号码 391625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fht@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业务经理 2 不限 大专以上 不限 3千以上或面谈

业务员 5 不限 中专以上 不限 3千以上或面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3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73912 传真号码 557390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emmy_xiong@luckyroc.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生产厂长 1人 机械或相关专业 大专-不限 无 3000元/月以上

销售主管 1人 机电或相关专业 大专-不限 无 3000元/月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3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26622 传真号码 5629510 (20)

IT行业相关经验,二年以上工作经验

IT行业相关经验,二年以上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优秀者,学历可放宽)

厦门富亨特工贸有限公司
魏英

厦门市湖里区宜宾路76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五金工业消耗品销售及丰富的营销管理经验，有高度敬业及团队精神，适应高压
快节奏工作，敢向高薪挑战。

有五金工业消耗品销售经验，有高度敬业及团对精神，吃苦耐劳，适应高压快节奏
工作，敢向高薪挑战。

厦门鹏远实业有限公司
兰小姐

厦门市嘉禾路388号永同昌大厦6楼C座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资历条件：
①大专以上机械或相关专业毕业
②五年以上机械制造业技术及生产管理经验
③熟悉五金冲压、冷轧、焊接和涂装工艺者优先！ 

资历条件：
①大专以上机电或相关专业毕业
②三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
③ 具有仓储设备、空压机、发电机组或其它工业设备销售经验者优先

厦门市三驰兄弟机械有限公司

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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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anchipublic@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经理 1 营销管理 大专以上 28岁以上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医疗事业 编   号 13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579785 传真号码 5579784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ZYRS@SI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肝外科 1 肝外科 本科以上 ５０周岁以下
按厦门市事业单
位工资标准执行

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骨科 1 骨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产科 1 产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妇科 1 妇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呼吸科 1 呼吸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病理科 1 病理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检验科 1 检验科 同上 同上 同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4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766310 传真号码 776630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INXUE172432@YAHOO.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湖里区兴湖路1号综合楼B幢1-3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销售工程师(五年以上销售管理工作经验)

厦门市中医院
蔡先生　曾先生

厦门市仙岳路１７３９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主任医师，原在三级医院或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工作．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厦门誉和科技有限公司
郑金学

翔安区火炬产业区舫山南路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Page 111 of 166



财务主管 1人 财会 本科 3000元/月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编   号 14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181079 传真号码 618199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mk@jmu.edu.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航海
类) 

博士、硕士

交通运输规划
与管理(国际
航运管理）

博士

航海技术 博士、硕士

轮机工程 博士、硕士

船舶与海洋工
程

博士、硕士

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

博士或教授

液压传动与控
制

博士或教授

电工类 博士或教授

车辆工程 博士或教授

内燃机或热力
发动机

博士或教授

电子信息工程 博士

光电子技术 博士

通信工程 博士

自动化 博士

土地利用(3S
技术利用方向
)

博士

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开发
方向)

博士

社会学 博士

马克思理论与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会计师资格(中级职称),5年以上工业企业财务主管工作经验

集美大学
陈静斌

厦门.集美区银江路183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教学科研（
下同）

40周岁以下（下同）

以国家事业单位
为准，属引进人
才的详见集美大
学人事处主页ht
tp://rsc.jmu.e
du.cn/（下同）

船长或大副优先考虑

轮机长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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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 博士

民商法 博士

英语 博士

金融学 博士

经济学 博士

会计学 博士

管理学 博士

旅游管理 博士

物流管理 博士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博士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4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11111 传真号码 25666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pl-hr@powerlong.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房地产中心
总经理

1
工民建或建筑
学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5-50岁
年薪50万以上，

具体面谈

商业中心副
总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20万以上，

具体面谈

商业中心培
训总监

1 不限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12万以上，

具体面谈

行政总监 1
人力资源、工
商管理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20万以上，

具体面谈

财务总监 1
财务、会计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40万以上，

具体面谈

人力资源部
经理/主管

1
人力资源、企
业管理

本科以上 30-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注册会计师资格,具有15年以上大型企业财务管理经验，同等职位8年以上工作经历
；具备大型外资企业或国内、外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经验者优先；

5年以上大中型企业集团人力资源主管以上工作经验，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各模块运作
，具备较强的系统思维和沟通能力，有房地产行业背景尤佳；

10年以上房地产管理工作经验, 
至少两个20万平方米以上综合地产项目（包括商业、酒店、住宅）全面管理工作经
验,熟悉商业地产的运作；

5年以上大型SHOPPINGMALL的同等职位资历；熟悉商业地产行业，熟悉Shopping 
Mall全新理念，熟悉南北各种业态和品牌资源；熟练行业的产品规划、市场定位、
招商策划、营运推广管理，并有成功案例；

5年以上大中型企业或培训机构培训管理工作经验；对企业培训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有
系统全面的认识、清晰的工作思路和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熟悉商业地产行业优先
；

8年大型企业或集团公司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有大型商业、房地产企业集团
工作经验者优先；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有系统的了解和实践经验积累；

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陈小姐、李小姐

厦门市嘉禾路305号宝龙中心二期三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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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审部经理 1
审计或财会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资金部经理 1
财务或金融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项目税筹经
理

2 财会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28-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招商总监/
经理

2 不限 本科以上 30-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百货副总经
理

2 不限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15万以上，

具体面谈

工程部经理 1
工民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35-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造价部副经
理/专员

4
造价、工程管
理或工民建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28-45岁
年薪8万以上，

具体面谈

土建/暖通/
给排水/电
气工程师

各1
名

土建/暖通/给
排水/电气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28-45岁
年薪5万以上，

具体面谈

建筑/梦幻/
景观/园林
小品/室内
设计师

各1
名

设计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26-40岁
年薪5万以上，

具体面谈

房地产/酒
店采购工程
师

各1
名

不限 本科以上 26-40岁
年薪5万以上，

具体面谈

法律专员 1 法律专业 本科以上 26-40岁
年薪5万以上，

具体面谈

总裁秘书 1
行政文秘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25-35岁
年薪5万以上，

具体面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4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202578 传真号码 ()320233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pingroup@sian.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中国厦门市湖里区县后双利工业园拼牌大厦

3年以上律师事务所或企业法律工作经验,持有相关证件；

3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英语六级以上，文字功底扎实，形象气质佳，协调沟通
能力强；

拼牌(中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孙恢豪

持有注册造价师资格证书，5年以上施工单位、造价咨询或房地产公司造价工作经验
；

工程师以上职称，5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持有相应职位资格证书；

3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有创新意识，具良好的设计理念和表现力；

5年以上房地产材料设备或者高星级酒店设备设施、器具用品采购经验，精通行业采
购材料、设备市场行情、供货周期、质量管理等知识；

会计师职称，注册税务师优先，5年以上房地产、酒店或商业行业相关工作经验，具
备优秀的税收筹划管理能力；

5年以上大型购物中心相应职位资历，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具有10万㎡以上的Shoppi
ng Mall项目招商管理工作经验；

5年以上大型百货商场相应职位资历，熟悉大型百货商场的营运管理工作，具有丰富
的百货类中高端品牌资源和招商渠道；

持项目经理二级以上资格证书；8年以上施工单位或房地产企业工程管理经验，具备
较强的工程进度、质量及安全管控能力；

会计师或审计师以上职称,5年以上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经理或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深刻理解审计原理和内部控制理念；

5年以上大型房地产企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和良好的银行、工
商、外管局等外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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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房地产公司
副总经理 1 工民建相关 本科以上

工作地点：江西九江
3000以上

财务总监 1 财会专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生产总监 2 不限 专科以上 3000以上

市场总监 1 不限 专科以上 3000以上

销售总监 1 不限 专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4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18690 传真号码 31186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xm@efesco.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技术支持工程10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CET-4 3000以上

内部销售代表10 不限 大专以上 能长期驻厦工作 3000以上

技术销售代表10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全民事业单位 编   号 14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10289 传真号码 261029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trwang@iue.ac.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否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王棠荣

厦门市虎园路2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对Notebook或PC或server及其应用有良好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2、3年以上为直接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或维修服务的经验，具备软、硬件等网络产品
知识

1、掌握计算机硬件及软件基础和原理；
2、 语言表达能力强，有良好的电话沟通技巧，工作积极主动；
3、普通话流利，优秀的英语会话和良好的英文阅读能力

1、丰富的服务器和存储知识(包括光纤磁盘柜、磁带备份、SAN、NAS和集群系统) 
；
2、良好的电话沟通技巧，较强的英文听说及阅读能力 ；　
3、3年以上IT领域的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销售或售前客户联系经验

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

上海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张小姐

厦门市厦禾路189号银行中心大厦1612A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大型企业财务管理经验，从事服装业优先；

5年以上服饰原辅料采购、生产、品管、交期、物流管理经验；

3年以上品牌服饰企业终端市场销售管理经验；

3年以上服饰销售经验，丰富的招商、订货经验和全国代理商资源；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服装管理经验,具有较强的规划、组织、管控能力；

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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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8名） 环境科学 博士

环境工程 博士

环境经济与环境博士

副研究员（8名） 环境科学 博士

环境工程 博士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企业 编   号 14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87599 传真号码 52878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derui@yahuoo.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注塑生产主管 1
机电一体或轻
工类

本科以上 28-45 3000元/月

市场营销主管 1 贸易、营销类 本科以上 28-35 5000元/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台资 编   号 14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55204 传真号码 6264068转20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sag.sina.net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5000元以上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新村新北路1-5号工业区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具有5年以上金属材料研发工作经验,

2.熟悉材料金相及属性分析,有铝材制品分析工作经验者优先。金属材料工程师 2 金属材料专业 硕士

工程师以上,五年以上生产部主管工作经验;精通注塑机,注塑工艺,注塑材质,注塑模
具;有管理理念,能独当一面,良好的工作业绩,强烈的责任心.

具有营销师资格，五年以上营销部主管工作经验；市场开拓能力强，有营销系统的
团队建设及管理经验；有进、出口贸易经验，熟悉塑胶行业者优先

厦门飞鹏工业有限公司
林小姐

厦门德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蔡小姐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舫山南路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境经济与环境管 博士

年龄一般应在45周岁
以下。

优厚

独立争取并出色完成国家科研任务、国际合作项目、重要技术研发项目。  
（1）取得过较高水平的科技成果；（2）掌握其研究方向的国际最新进展；  
（3） 思想素质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及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4）主持过比较重要科研项目或技术研发项目者优先考虑；

龄一般应在40周岁以下 优厚

有效组织一支结构比较合理的研究队伍，独立争取并出色完成国家重要科研任务、
重要国际合作项目、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1）取得过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2）掌握其研究方向的国际最新进展；
（3） 思想素质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及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4）主持过重要科研项目或技术研发项目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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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4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660106 传真号码 666019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jp9741@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品管部经理 1
电子类工科专
业

大专以上 30岁~45岁 3000以上

生产部经理 1
企业管理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30岁~45岁 3000以上

车间主任 2
企业管理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生管主管 1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1、三年以上中型电子或光电行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须有2000人以上相关制造业经

验；2、熟悉ISO9000、ISO14000质量体系和物控仓库业务，熟悉ERP或MRPII运用

，了解注塑、贴片、插件、组装工艺流程及相关电子元器件知识；3、具有较强的领

导、组织、计划统筹、协调及沟通能力，数据概念强；4、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

及工作敬业精神，承压能力强。

1、三年以上中型电子或光电行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有2000人以上相关制造业经验

者优先；2、具有较强的领导、沟通与协调能力及解决突发事故能力；3、有大局观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工作敬业精神。

1、电子行业同等岗位1年以上经验,节能灯行业经验优先考虑；2.具有很强的生产协

调管控能力；3.数据观念强,生产进度跟踪能力强；4.能适应加班制度，承压能力强

。

王俊萍

厦门市集美区杏北工业区锦园东路39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三年以上中型电子或光电行业同等职位工作经验，须有2000人以上相关制造业经
验；2、熟悉ISO9000、ISO14000质量体系，熟练使用QC工具，具有一定的数据统计
分析能力和较强的IQC及OQC的工作管理经验及品质控制手段。3、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较强的责任心、原则性强、承压能力强；4、能看懂英文
技术资料并能以英文进行书面沟通，口语流利者优先

1.具有5年以上船舶设计与制造工作经验2.熟悉船舶结构和舾装设备设计工具3.懂ma
x surf或fast ship优先

厦门海莱照明有限公司

船体设计工程师 3 船舶工程 本科以上

1.具有5年以上精密齿轮产品设计工作经验

2.出色的思维分析能力和人际交住能力,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复合材料工程师 2

产品设计工程师 2 设计制造及其自 本科-硕士

分子/复合材料专 本科-硕士

3.出色的思维分析能力和人际交住能力,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1.具有5年以上碳纤产品研发工作经验

2.出色的思维分析能力和人际交住能力,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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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 2 不限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技术部经理 1
电子类工科专
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技术工程师 2
电子类工科专
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企 编   号 14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800815 传真号码 680462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总经理助理 1 企业管理类 本科 30--45岁 3000以上

质检部主管 1 机械类优先 大专以上 30--45岁 3000以上

技术部主管 1 机械类 大专以上 30--50岁 3000以上

行政部主管 1 行政管理类 大专以上 30--45岁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5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60199 传真号码 576959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maiwei2008@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营销区域经理 5 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5
年以上工作经验

者
不限 3000元+奖励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S106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男性,知识面广,谈判能力强,勇于挑战高薪,具备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相关行业经验
。有客户资源者优先考虑。

五年以上机械结构件生产企业技术管理经验，熟CAD操作

五年以上中型企业行政、人事管理经验，熟电脑操作

厦门迈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细美

厦门海沧新阳西部工业区11号地块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五年以上机械生产企业管理工作经验，熟生产体系操作

五年以上机械结构件生产企业品质管理经验，熟质量管理全盘运作

1、  
电子相关专业，工程师职称，能看懂英文技术资料并能以英文进行书面沟通，口语
流利者优先。2、 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3、 

熟悉电路原理、PCB布板、电子元器件性能以及电子产品检测方法，并能做准确的

数据记录及分析。4、 

了解 相关管 知识 熟练应用相关的分析 具 如 管1、电子相关专业，工程师职称，能看懂英文技术资料并能以英文进行书面沟通，口

语流利者优先。2、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3、熟悉电路原理、PCB布板、电子元

器件性能以及电子产品检测方法，并能做准确的数据记录及分析。4、了解ISO9000
、ISO14001及相关管理知识，熟练应用相关的分析工具，如FMEA、管制图、过程

能力分析者佳。

  厦门劲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卢先生、刘小姐

1、电子行业相关经验,节能灯行业经验优先考虑；2.具有很强的生产协调管控能力；

3.数据观念强,生产进度跟踪能力强；5.能适应加班制度,承压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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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营 编   号 15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87710 传真号码 5073199/318768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dmeii@tom.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力资源高级主 1
人力资源、管
理或相关专业

本科 25-40岁 面议3000以上

财务会计 2 财务会计 本科 25-30岁,厦门户口 面议3000以上

公司内刊及
网站信息编

辑
1

新闻、中文、
出版专业

本科 25-35岁 面议3000以上

分店经理 5
旅游/餐饮管理

专业
大专 25-35岁 面议3000以上

配送主管 1 物流专业 大专
25-

35岁,厦门户口，女性
，已婚。

面议3000以上

营销企划 1 市场营销 本科 25-35岁 面议3000以上

为公司的营销工作提供科学的分析、专业的市场研究与市场营销策划。一年以上市
场/媒介/广告策划经验，有较强的创意能力；有较强的文字功底，擅长广告文案和
软文的撰写；熟悉Word、Excel、Powerpoint等办公软件的使用，能适应经常出差
。

对分店进行巡视，提出培训计划、执行公司的分店财务培训计划，对公司财务人员
进行考核、储备、调配提出合理的建议，为公司提供更高素质的财务人员。3年以上
本职工作经验，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能适应长期出差。

具有较深的文字功底，有杂志或相应平面媒体、网站信息等编辑经验，能独立完成
一本杂志的风格定位；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创新精神；思维活跃，思路清晰，强烈的
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观念。

1.从事餐饮服务行业一年以上工作经验者优先,身体健康，形象佳，热爱餐饮行业，
能适应高速快捷的工作；2. 具备服务热情、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3.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务实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4. 需服从公司工作调配。

物流管理、仓储、货运管理等方面的培训。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丰富的物流运作
经验和管理技巧；熟悉物流管理业务流程；熟悉公司业务区域内地理状况；熟悉公
司产品运输方式及特征。积极进取，责任心强；很强的自我约束力，独立工作和承
受压力的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黄冬梅

厦门市湖滨北路16号新港广场南楼703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受过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劳动法规、财务会计知识和管理能力开发等方面的培
训。有五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对现代连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有系统的了解
和实践经验积累，对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薪酬设计、绩效考核、人力制度建设、组
织与人员调整等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人力资源管理事务性的工作有娴熟的处理
技巧，熟悉人事工作流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与相关的人事管理软件。善于协调处理
人际关系，具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规划能力

厦门市豪客来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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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师 1 装潢设计 本科 25-35岁 面议3000以上

工程采购 1 相关专业 大专 25-35岁 面议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编   号 15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37293/5737084 传真号码 573021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ucy_lin@taeco.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内审经
理

1 会计、工商、金本科以上 3000以上

招聘负责人

厦门市埭辽路2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高级内审经理向董事长及审计委员会汇报工作。工作责任包括：

建立，维护和发展完善的公司内部审计系统，以保证公司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有相应
的控制机制。


检查并评估该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以及公司运营的安全性。对一些不足之处提供改
进措施，并进行后续管理，以保证改进措施落实执行。
 报告内部控制是否充足，合适。

 负责本部门的发展目标、人事、预算及日常管理。

要求：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其他被公认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资格。
 
至少有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有在国际及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或其他国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者优先。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最新知识及审计规则和经验者优先。
 良好的中英文表达及写作能力
 很强的分析、表达及报告的写作技巧
 能充分准确地报告工作结果
 能胜任经常出差要求

完成各项工程装修设计，管理施工现场，监督工程质量与材料采购等。5年以上装潢
设计工作经验，全面掌握装潢设计相关知识，熟练使用AutoCAD、3Dmax、Photosho
p等软件，勤奋踏实，能吃苦耐劳；分析能力强、逻辑思维能力强；具有极强的敬业
精神和责任心，能适应长期出差。

5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有装修材料方面的知识，有采购经验更佳，具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与表达能力，对行业状况比较了解，认真负责、责任心强，原则性强；很
强的自我约束力，独立工作和承受压力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长年出
差在外（平均一年有10个月左右出差在外）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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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审计师

1 会计、工商、金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香港独资 编   号 15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18388－2121 传真号码 65193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ecruitment@xiashun.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信息部经理 1 计算机或相关 本科或以上 40岁以下 12万以上/年

ERP项目工程 1 计算机或相关 本科或以上 35岁以下 8万以上/年

海外客户经理 1
国际贸易、工
商管理或相关

本科或以上 40岁以下 10万以上/年

海外销售主管 1
国际贸易、工
商管理或相关

本科或以上 35岁以下 7万以上/年

工艺工程师 2 金属材料成型 大专或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月

机械工程师 1 机械制造或相关大专或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月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具有至少5年的市场开发、销售技术支持与服务、出口过程的内部协调等工作经验，
熟悉合同法律、国际结算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海外任职经历者优先考虑。

熟悉有色金属的成型工艺，具备扎实的金属材料成型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良好的
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5年以上大中型工厂企业机械设备维修维护工作经历，尤其熟悉液压传动设备，良好
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5年以上企业信息技术实践经历，3年以上ERP项目实施及管理经验，优秀的团队管理
能力，出色的领导、组织和协调能力。

熟悉企业信息化建设，具备较强的编程能力，3年以上ERP项目的全面实施组织经验
，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至少8年的市场开发、销售技术支持与服务、出口过程的内部协调等工作经验，
熟练掌握合同法律、国际结算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与领导能
力，海外任职经历者优先考虑。

工作职责:向高级经理报告工作
要求：会计、工商、金融或经济类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
至少有3年的在国际或国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经验
熟悉掌握计算机工具（文字处理、电子制表软件、数据库、表达、电子信函及因特
网）
有意向在审计及会计方面寻找发展机会及进一步提升自己
以上职位均要求具备自组性、团队合作精神、专业的外表及良好的学习能力,身体健
康且能承受工作压力.

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
陈先生

厦门海沧阳光路3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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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师 1 电气自动化或相大专或以上 35岁以下 3000以上/月

税务会计 1 会计或相关 本科 35岁以下 3000以上/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15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75577 传真号码 537566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iuh＠yinlu.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总建筑规划师 1 工民建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无 年薪15-25万

房地产公司
副总经理

1 不限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能适应经常
性出差

年薪15-25万

房地产公司
工程部经理

2 工民建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 无 年薪10万以上

房地产公司
水电工程师

2 水电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无 年薪8万以上

房地产公司
土建工程师

2 工民建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无 年薪8万以上

厦门银鹭集团有限公司

5年以上工业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经验,并有销售、税务岗位经历，熟悉出口"免抵退"
税业务操作流程；熟悉会计核算软件，熟练掌握与增值税收的有关法规，基本掌握
一般电脑办公软件，具有一定的英语程度。

柳春红

厦门市建业路3号吉祥家园三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职称：高级工程师职称；具注册建筑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优先；
2、资历条件：8年以上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3、任职要求：熟悉工程设计且具有综合管理经验和各专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全面
负责项目设计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及审查，设计配合，现场技术指导工作；能很好掌
控工程进度、质量和成本。

1、职称：高级职称；
2、资历条件：五年以上中、大型房地产企业相关职务工作经验；
3、任职要求：有全面主持大型房地产项目全程开发的工作经验；熟悉房地产综合管
理。

1、职称：工程师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五年以上大型房地产企业工程现场管理经验；

5年以上大中型工厂企业电气设备维修维护工作经历，尤其熟悉电力拖动设备，良好
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1、职称：工程师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具有高层建筑水电施工管理经验；
3、任职要求：熟悉水电设计及验收规范及供电、消防等部门的申报程序

1、职称：工程师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五年以上房地产企业或施工企业现场施工管理经验；
3、任职要求：熟练使用AUTOCAD制图软件、钢结构计算软件、熟悉OFFICE、PROJEC
T等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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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司

技术部经理
1 工民建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无 年薪10—15万

锅炉公司
技术部经理

1 机械类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无 年薪6-10万

锅炉公司

设计师
1 机械类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无 年薪6-10万

锅炉公司
工艺师

1 机械类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
无 年薪6-10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15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18292 传真号码 220857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ypsf.net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物业管理处主 3 不限 大专以上 28－40岁 3000以上

物业管理副主 2 不限 大专以上 28－40岁 3000以上

客服部经理 2 不限 大专以上 25－35 3000以上

保安部经理 1 不限 大专以上 25－35 3000以上

工程部经理 3 机械、土木 本科 25－40 3000以上

保洁部经理 2 不限 大专以上 25－35 3000以上

厦门友朋四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庆辉

厦门市鹭江道26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中级以上职称、掌握物业管理的各项技能、3年以上物业管理处主任以上职务。

中级以上职称、掌握物业管理的各项技能、3年以上物业管理处主任以上职务。

掌握物业管理的各项技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有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

3年以上大中型物业保安主管以上岗位工作经验，有较强的指挥和领导能力。持有资格

中级以上职称、具有楼宇电力、制冷等设备的维护和维修能力、3年以上事水、电、制

中级以上职称，熟练掌握楼宇保洁流程和环境绿化流程。3年以上星级宾馆保洁主管经

1、职称：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5年以上锅炉设计工作经验；
3、任职要求：能依产品设计方案，确定产品主要结构，编制全部的图样及计算资料
文件；能对产品图样进行技术审定，保证产品图纸设计的技术文件编制的正确性和
完整性；能独立解决产品生产，运行过程中技术问题，并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 

1、职称：工程师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5年以上锅炉工艺工作经验；
3、任职要求：参加对新产品各阶段设计评审和产品结构工艺性审查，负责工艺路线
与工艺方案设计；根据产品开发需要确定工艺技术试验并组织实施，解决新产品试
制工艺技术难题。 

1、职称：中级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5年以上施工企业技术设计、管理工作经验；
3、任职要求：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建筑设计能力；能全面负责工程建设、生产技术、
质量安全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1、职称：工程师以上职称；
2、资历条件：2年以上本岗位工作经验；
3、任职要求：了解国内外工业锅炉的新技术、新工艺，确定新产品开发策略，制定
各阶段项目开发计划；指导各设计项目小组工作，组织各类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对
新产品评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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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5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03322 传真号码 603636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hangz@xiangyu-group.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物流企业总
经理

2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投资发展总
监

1 经济类
专业大学本科以
上

3000元以上

招商企划总
监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行政总监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总裁办公室
主任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招商部经理 1
经济或营销类
专业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财务经理(
储备)

1
财经类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任职条件：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五年以上政府部门或大中型集团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经验； 
3、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组织策划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任职条件：1、经济或营销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2、熟悉物流、房地产等多种行业的招商策划、推广，并有成功案例。3、有较强的
市场经营、开拓理念及招商策划和推广能力。4、良好的组织协调、商务谈判、调研
分析能力。 

任职条件：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财经类相关专业；2. 会计师以上职称；3. 
有3年以上贸易或物流或房地产或码头等行业财务主管工作经验；4. 
熟练操作财务软件和office办公软件；5. 
思维敏捷，组织策划能力和商务谈判能力较强；责任心强，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和文字表达能力； 6. 有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五年以上大中型企业总经理工作阅历。2、三年以上物流企
业高层经营、管理经验。3、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市场开拓能力。
4、具有大型堆场、仓库、配送中心、物流车队建设、组建及经营管理经验者优先。

任职条件：1、经济类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五年以上大中型集团企业投资管
理及资本运营经验，具有上市公司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3、具有较强的战略思
维能力、项目策划能力、商务谈判能力、执行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

任职条件：1、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工作阅历；2、具有较强的政策分析、招商策
划及客户推广能力和经验；3、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市场推广能力
。

任职条件：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2、具有五年以上政府部门或大中型
集团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经验；3、具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策
划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厦门象屿保税区银盛大厦九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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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务部
经理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信息技术部
副经理

1
计算机或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审计部副经
理

1
财经、审计、
管理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投资发展项
目经理

1
金融、经济类
专业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投资管理项
目经理

1
投资管理或企
业管理方向

大学本科以上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15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9206 传真号码 603811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grace-hui.li@cn.abb.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

场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PLC硬件开发 2 电子、
自动化

硕士以上 待遇从优

厦门ABB低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李慧

任职条件：1、30岁左右，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2、三年以上软件或企
业信息化主管经历，有大型软件项目组织、调研、分析、设计经验，有贸易或物流
行业经验优先；3、团队精神佳，沟通能力强。

任职条件：1、财经、审计、管理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五年以上相关行业主管以上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审计或内部控制项目工作管理经
验及相应管理能力； 
3、较强的报告编写、企业管理质量评价、分析能力和良好的计划、组织、控制能力
，能够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4、有房地产、进出口贸易、港口物流工作经验者优先
。 

任职条件：1、35岁以下，金融、经济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两年以上从事投资管理
、投资拓展、财务顾问等相关工作阅历，熟悉现代物流或科技产业，或具有证券投
资经验。2、熟悉投融资项目的运作程序和规范，具有较好的项目分析、研究及评估
能力。3、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 

任职条件：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投资管理或企业管理方向。2、具有从事投资管理或企业管
理工作经验。3、熟悉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关法律法规。4、熟练运用办公软
件,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

任职条件：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具备企业法律顾问资格或律师资格。3、6年
以上进出口贸易或房地产或物流行业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经验。4、3年以上管理团
队的经验。有投资控股型集团公司工作阅历者优先。 

厦门火炬高科技园创新三路12-2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 硕士以上学历，2年以上工业控制产品开发经验

· 精通模拟/数字线路设计及分析，熟练运用Orcad 
进行原理图设计，多层PCB设计熟悉高速线路设计，熟悉可靠性设计及分析，熟悉I
EC61131-3及PLC开发者优先

· 有较好的英语语言沟通能力

· 熟练掌握C/C++，熟悉使用相关办公软件

·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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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软件开发 2
自动化、
计算机软件工
程

硕士以上 待遇从优

Cost Analys 1 会计 本科以上 待遇从优

Cost Accoun 1 会计 本科以上 待遇从优

System Ana 2 计算机 本科以上 待遇从优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5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00617 传真号码 560063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uying@sinicstone.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经理 1 物流或销售 本科以上 年龄、性别不限 5000/月另加提成

苏小姐

厦门市湖里区象屿路１号保税市场大厦５楼Ｂ座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英语流利，沟通能力强，熟悉货代流程，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及管理能力，处理沉稳干练

· 硕士以上学历，

· 精通C/C++及面向对象设计，掌握UML建模工具，

· 掌握软件测试及软件工程文档编写，熟悉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BS in Accounting with 2+ years experience in cost and general accounting. 
Proficiency in Microsoft Program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s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BS in Accounting with 2+ years experience in cost and general accounting.
Proficiency in Microsoft Program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s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English speaking.

Degree holder in Computer Science or the equivalent.
2.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with at least 2 year practical system design 
experience on web-based & eBusiness solutions.
Thorough knowledge of business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sales & distribution, logistics and customer services sectors.
Familiar with web based application & technology and MS .net development 
platform.
Knowledge in SAP SD/MM/PS/PP is an advantage.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mature and hard working, able to handle projects 
independently and with good communication, analytical and documentation skills.
Proficient in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Speaking Cantonese is an 
advantage.

厦门华达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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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经理 5 物流或销售 大专以上 年龄、性别不限 3000/月另加提成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15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32590 传真号码 26325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ehr@e-hr.net.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HR咨询项目
经理

1
人力资源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 8000元／月

顾问师 2
人力资源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 5000元／月

市场部主管 1
市场营销或管
理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 4000元／月

交流部主管 1
人力资源或管
理类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 4000元／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6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311055 传真号码 6313608

1、５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熟悉厦门各部门政策法规及办事流程；
２、了解人才业务知识，掌握人员招聘技巧，具有人才服务公司相关经验者优先；
３、较好的英语基础，熟练操作电脑；
４、开拓性强，为人正直诚信，善于沟通，具有良好的服务、创新意识，能承受较
大压力。

厦门尚艺理容器材有限公司
林小姐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 5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其中3年以上管理经验；
2、 
熟悉组织设计、职位评估、薪酬福利、绩效管理、以及其他HR模块，具备实战经验
；
3、 良好的计划组织、沟通协调、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学习发展能力；
4、 熟悉HR项目咨询流程，有HR咨询公司相关经验优先；
5、 良好的中、英文表达能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1、5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1年以上管理经验；
2、熟悉组织设计、职位评估、薪酬福利、绩效管理、以及其他HR模块，具备实战经
验；
3、了解HR项目咨询流程，有HR咨询公司相关经验优先；
4、工作条理性好，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5、身体健康，能适应出差。

1、5年以上的市场营销或客户拓展工作经验；
２、了解人才业务知识，熟悉企业情况或客户渠道，具有人才服务或咨询公司相关
经验者优先；
３、较好的英语基础，熟练操作电脑；
４、开拓性强，为人正直诚信，善于沟通，具有良好的服务、创新意识，能承受较
大压力。

有两年以上货代销售经验，可独立开发客户，沟通能力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厦门卓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林先生、张先生

湖里区湖里大道41-43号联泰大厦东侧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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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hungyi@public.xm.fj.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人力资源管
理

1
人力资源或企
业管理相关专
业

大专以上 28周岁以上 3000元以上

生产主管 1
生产管理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28周岁以上 3000元以上

技术开发 2 机械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35岁以上 3000元以上

业务 2 外贸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26岁以上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6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07800 传真号码 -57078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m@dragonsoft.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英语6级以上，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熟悉对外贸易操作流程，英语听，说，写流利。
能够吃苦耐劳，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要求至少三年以上工厂外贸工作经验

厦门市巨龙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苏小姐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创新二路一号巨龙软件高科技研发中心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有行政管理5年以上工作经验,对人事、企业文化、人力资源所有的相关内容操作
熟练，且熟悉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2、具备较强的人力资源专业知识及实务运作经验，较强的组织、沟通、协调能力，
出众的领导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电脑操作熟练；
3、对不同企业的绩效、考核、薪酬、培训、福利等有深入了解且能建立和完善相关
制度体系并实施；
4、对“6S”操作及ISO9000的体系建构与推广有一定的实际经验。

1、具五年以上生管实务经验，熟悉生产计划分析安排，能独立处理生产排程、生产
进度调控跟催及订单交期安排、物料跟催控制、生产异常协调处理，熟练使用offic
e办公软件。(注：有家具、五金行业经验者优先）

1、男，3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机械、五金相关专业；
2、10年以上制造业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管理协调能力，熟练使用相关设计软件，
对结构、工艺有一定的了解。
2、五年以上研发工作经验，CAD运用两年以上。

海沧东孚工业区诗山北路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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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 若干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系统分析师 若干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高级开发工程若干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系统设计师 若干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开发经理 若干 计算机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1、有两年以上大中型项目设计经验，有较强的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Java开
发设计具有良好的基础；2、精通J2EE/JSP/XML/Web 
Service、Spring+Hibernate+Struts等；3、熟悉WebSphere、Weblogic等服务平台
，熟悉oracle/Sql 
Server数据库；4、深入理解SOA、OO思想，熟悉UML语言，并熟练使用Rose等UML工
具；5、熟悉软件设计流程和软件工程规范，具备良好而规范的设计和技术文档编写
能力；6、对公安行业(或某一行业)产品研发流程有着较深刻的理解；7、工作认真
负责，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意识，善于沟通，思路清晰，学习能力强。

1、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丰富的Java应用开发经验；2、两年以上架构设计方
面工作经验，精通J2EE/.net架构设计；3、熟练掌握ORACLE数据库应用开发和开发
性能调优；4、对软件工程有良好认识；具有良好文档组织能力；5、工作认真负责
，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意识，善于沟通，思路清晰，学习能力强；6、对数据逻
辑结构或者数据模型设计、海量数据整合或者数据仓库建设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1、很强的工作责任感，熟练掌握常用办公软件；2、熟悉并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理
念和方法，三年以上IT项目开发或实施经验，负责过具体项目；3、具有一定的分析
设计能力，一年以上系统设计或两年以上需求分析工作经验；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良好的组织、协调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5、具有两年以上大中型项目的管
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1、三年以上的软件开发工作经验和1年以上的系统分析经验；2、良好的需求分析和
沟通表达能力、主导过两个以上中大型软件开发项目的需求调研和分析；3、较强的
文档编写能力及文档理解能力；4、熟悉Java/C++技术和熟悉Oracle等大型数据库
系统；5、工作积极主动，对新事物有良好的接受能力，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意
识，学习能力较强。

1、熟悉面向对象编程原理，熟悉J2EE、jSP、javascript、Ajax、XML、Spring、H
ibernate、Struts等技术；2、熟悉数据库原理及SQL开发技术，至少熟悉Oracle、
Sql 
Server等大型数据库系统中一个，3、了解WebSphere/Weblogic/tomcat等；4、具
有开发文档的编写，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4、工作积极主动，对新事物有良好的
接受能力，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意识，学习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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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主管 1名 财会相关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6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60686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薪酬待遇

技术副总经
理（总工程

师）
1 工民建 大专以上 面议

经营部经理 1
工程管理或工

民建
大专以上 面议

财务部经理 1 财会 大专以上 面议

工程项目经
理

3~5
土木、工民建
、市政、园林

绿化等
大专以上 面议

投资策划专
家

2
经济、财会、
金融、管理类

本科 面议

项目技术负
责人

3
土木、工民建
、市政、园林

绿化等
大专以上 面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编   号 16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109055 传真号码 2129704
厦门市思明区医院

郑君圣

不限

不限

不限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高级工程师 ,相应岗位5年以上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5年以上招投标管理
工作经验

会计师,大中型企业财务经理、5年以上
工作经验（工民建财务管理优先）

一级建造师（或一、二级项目经理）,5
年以上工作经验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10年以上投资策划
管理工作经验

工程师,5年以上工作经验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35~45岁，建筑企业出身，丰富技术管理经验，较强的沟通协调能

力

50岁以下，较强的人际交往和沟通协调能力

50岁以下，较强的资金、税务统筹规划能力

张慧云 -6065568

厦门市集美银江路236号 xmjianan@jianan-xm.com

1、财会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师及以上职称；2、精通财务专业知识，如
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等；3、熟悉国家财会工作的相关制度及法规；4、具备独立进
行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和监管能力，较强的财务分析能力和财务管理改善的控制能
力；5、有三年以上大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验；6、良好的财会工作职业素质和较
强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7、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优秀的沟通能力及协作能力。

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Page 130 of 1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妇产科主任医 1 妇产 本科
50岁以内（1957年后

出生）

按厦门市事业单
位标准

放射科副主任 1 放射、CT 本科 45岁以内
按厦门市事业单
位标准

眼科副主任医 1 眼科 本科 45岁以内
按厦门市事业单
位标准

整形科副主任 1 整形外科 大专 45岁以内
按厦门市事业单
位标准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6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887890 传真号码 788789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lhr83@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经理 若干 销售等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5-40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6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167766－121 传真号码 516775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lh◎china-cti.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测试部经理 1
计算机相关专
业

本科以上
年薪4万以上面
议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软件测试经验；
2、熟练掌握软件测试标准和规范，精通软件测试技术和测试工具；
3、擅长测试计划、测试用例的编写，精通常用缺陷跟踪工具；
4、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有强烈的责任心与团队合作意识。

能够独立地策划产品销售及市场推广，并具备相当的销售网络

厦门新科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张小姐

莲富大厦写字楼19A

厦门市罗普特科技有限公司
林海蓉

厦门翔安火炬园翔岳路6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主任医师、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经验

副主任医师以上，三级医院工作经验

副主任医师，三级医院工作经验

副主任医师，二级医院工作经验

厦禾路338号思明区医院办公室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Page 131 of 166



高级销售代
表

2
市场营销或计
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年薪4万以上面
议

高级程序员 3 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年薪4万以上面
议

项目经理 2 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年薪4万以上面
议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编   号： 16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677502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职称或技能要求 资历条件 薪酬待遇

质量专员 2
高分子材料或
机械制造专业

本科以上
5年以上从事质
量工作

4000元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6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66913 传真号码 576350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ecruit@amke.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技术总工 1 电子、机械或化本科—研究生

35岁以上

可以以顾问形式做兼
职

8—30万/年

1、高级工程师
2、有10年以上小家用电器、汽车电子、汽车用品行业的产品研发、项目管理经验。
3、在行业内有很好的技术知名度，有自有技术特长。
4、对空气净化有相当技术见解者最理想。

厦门爱美克科技有限公司
张文坤

厦门市留学生创业园伟业楼北楼406-407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市集美区锦亭路1199-1205号 posnfa@163.com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35-45岁之间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2年以上大中型软件项
目管理经验；
2、精通J2EE或者C++技术，熟悉SQL、ORACLE等数据库；
3、有较强的项目开发过程评估和控制能力,有良好的文档及代码的编写能力；
4、敬业、主动、沟通能力强，强烈的责任心与团队合作意识。

厦门松德电子有限公司 三资企业
成静 6775019-8307

1、市场营销或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2、有三年以上系统软件销售经验；
3、市场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出色的沟通技巧和谈判技巧。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
2、精通C++语言开发或者基于J2EE架构下的各种技术；
3、熟悉SQL、ORACLE等数据库；
4、具备良好的诚信自律、沟通合作、积极主动等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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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结构工程 1 机械相关专业 本科—研究生 32岁以上 6—12万/年

大客户经理 2 电子、机械或销本科—研究生 28岁以上 5—15万/年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编   号 16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18076 传真号码 531807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iju@sohu.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工程师 1 本科以上 40-45 3000以上

锅炉 1 热能动力 本科以上 30-40 3000以上

热工 1 热工类 本科以上 28-40 3000以上

自控 1 自动控制 本科以上 30-40 3000以上

汽机 1 汽轮机 本科以上 30-40 3000以上

机械工程师 1 机械制造 本科以上 30-40 3000以上

电气 1 电力 本科以上 30-40 3000以上

化水 1 电厂化学 专科以上 28-40 3000以上

生产副厂长 1 本科以上 35-45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6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00617 传真号码 560063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uying@sinicstone.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经理 1 英语或经济贸易 本科以上 年龄、性别不限 5000/月另加提成

业务经理 6 英语或经济贸易 大专以上 年龄、性别不限 3000/月另加提成

英语口语流利，三年以上石材销售经验，熟悉石材市场，沟通能力强，有亲和力，
可独立开发客户

英语读听写流利，有两年以上石材销售经验，精通各种石材及墓石，可独立开发客
户

厦门统一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苏小姐

厦门市湖里区象屿路１号保税市场大厦５楼Ｂ座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经验，高级资格任职证书

发电厂8年以上，专责工程师3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发电厂8年以上，专责工程师3年以上

相关管理岗位5年以上

发电厂8年以上，专责工程师3年以上

相关管理岗位5年以上

工作经验3年以上

中级以上，发电厂8年以上，专责工程师3年以上

郭艺云

厦门市湖滨北路10号新港广场18A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副高以上，发电厂副总工3年以上

1、高级工程师
2、有8年以上小家用电器、汽车电子、汽车用品行业的产品结构设计经验。
3、从事塑料模具、五金模具相关工作5年以上，对模具结构熟悉。
4、熟悉马达风机运用特性。

1、有5年以上大客户职位从业经验。
2、熟悉小轿车、客车等车厂的销售，或从事汽车配件多年销售。

厦门环卫处综合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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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7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109299 传真号码 511219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y.huang@hse-china.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咨询顾问 若干

能源、环境相
关以及其他理
工科专业，兼
修法律、金融
、英语专业等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一经聘用，待遇
从优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7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105299-8612 传真号码 31053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milestone-mec.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拓展经理3名 电子\营销 本科以上 30-45 4000-5000

国际拓展经理3名
国际贸易\电
子

本科以上 28\40 5000以上

采购经理 1名 不限 本科\硕士 38-45 4500以上

数字信号处
理与电力电
子应用

2名 数字信号 本科\硕士 28-40 4000以上

圆型军用连
接器高级工
程师

2名 机械设计 本科\硕士 35-45 4000以上

综合会计 2名 会计 本科以上 28-40 3000-4000

实验室技术
带头人

1名 电子\测试 本科以上 30-40 3000-4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7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177326 传真号码 -517822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xmdj123@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厦门市金榜路61-67号凯旋广场403室 

同等工作经验3年以上

实验室规划,各类实验的测试方法,能制作工装夹具,同等工作5年以上

厦门鑫点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孙丽娟

从事电子原器件贸易5年以上,经理2年以上,有线缆贸易资源优先

电子工业采购经历8年以上,经理3年以上,(有外资背景的优先)

懂数字信号处理\逆变器设计,同等工作经验3年以上

同等工作经验5年以上

黄小姐

厦门高科技火炬园华联电子大厦六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电子原器件领域销售5年以上,销售经理2年以上(熟悉厦门电子工业)

厦门市长青北里1069号1601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英语六级以上，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欢迎归国留学人员； 

2、欢迎有电厂、电力设计院、水泥厂、电解铝厂、以及大型厂矿、钢铁、石化企业

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加盟，特别欢迎有良好社会背景的有识之士；

厦门迈士通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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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销售总监 1 不限 大学以上学历 24-38岁
薪酬3000元及团

队抽成

产品经理 1 不限 大学以上学历 24-38岁  薪酬3000元以上

总经理助理 1 不限 大学以上学历 女，24-38岁  薪酬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7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78331、5776181-8200、8100 传真号码 577318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hx@china-mingguang.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7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92200 传真号码 6021607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eye@yaxon.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27号信息大厦11楼

人品素质高，为人诚
信、能吃苦、有毅力
、责任心强爱岗敬业
，分析问题、沟通、
逻辑思维与组织能力

6000元以上，  
五险合一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邹建彬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副总经理  
研发中心主

任
1

供热供燃气通
风与空调工程

工学博士
掌握低温、制冷、动力、供热、燃气、通风与空调等领域的设备设计、制造与安装
工艺技术。在蒸发冷却技术、建筑节能、通风火灾安全、燃气空调、热泵技术等研
究领域的较多的研究成果。

1、外语或中文专业毕业,本科以上学历，普通话标准；

2、具有三年以上总经理秘书/总经理助理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领悟能力及独立工

作能力；
3、文笔好，有参与制定企业发展方案、发展规划、项目报告书、规章制度经验的优

先；
4、英语通过CET-6级以上,口语流利；

5、计算机办公软件操作熟练；

6、能经常出差，有驾照。

厦门铭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胡宗洪、吴惠萱

湖里区枋湖西二路1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销售经验，2年以上部门主管经验

熟悉培训和激励

2年以上的市场策划经验，1年以上的部门主管经验

市场策划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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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系统集成2人
计算机、系统
集成、通信专
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26岁—35岁，男性，
适应出差

薪资4000－5000
元/月，并根据
业绩按公司规定
提取销售提成与
奖金，按政府规
定缴交“三金”
。

市场副经理 5人

专业不限，企
业管理、市场
营销、公共关
系、新闻等专
业优先

本科及以上学历
26岁—35岁，男性，
适应出差

薪资4000元/月
，并根据业绩按
公司规定提取销
售提成与奖金，
按政府规定缴交
“三金”。

市场策划 2人 专业不限 本科及以上学历 年龄24—33岁

年薪5－8万元；
按政府规定缴交
“三金”。 

技术研发 15人

电子科学与技
术、信息与通
信工程、通信
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信号
与信息处理、
测试计量技术
及仪器、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
化、电机与电
器、电路与系
统、检测技术
及自动化、模
式识别与智能
系统等。

硕士及以上学历 年龄23—48岁

年薪：硕士：5-
6万，博士：6-
8万；按政府规
定缴交“三金”
。

管理后备 2人

管理工程、中
文、法律、行
政、人力资源
、金融和财会
等。

硕士及以上学历 年龄23—48岁

年薪4-
8万；按政府规

定缴交“三金”
。

3年及以上市场营销策划工作经验；文笔优秀，擅长撰写、制作各类市场策划方案和
演示文稿，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组织协调和计划推进能力

具备大型数据库、系统软件架构设计开发、高性能嵌入式平台开发或导航技术应用
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技术管理岗位必须具备工科背景；具备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年以上系统集成行业方案规划编写岗位工作经验；对计算机服务器、操作系统、数
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Web服务器、网络存储器、网络安全和网络设备等有深入了
解，熟悉有线/无线数据通信原理；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够根据客户规模和业务
需要设计和撰写系统方案；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处理问题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3年以上企业营销、市场管理、技术支持工作经验，1年以上营销主管工作经验；熟
练操作办公软件，受过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能力开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培
训；良好的沟通表达和社交能力，对市场营销工作有深刻认知，具有敏锐的市场感
知、把握市场动态和方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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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咨询顾问3人
计算机、电子
、通信、管理
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28岁以上，适应出差

薪资3000—5000
元/月，按政府
规定缴交“三金
”。

产品规划工程师3人
计算机、电子
、通信等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28岁以上，适应出差

薪资3000—5000
元/月，按政府
规定缴交“三金
”。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美资） 编   号 17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099000 传真号码 -5099343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areerxiamen@sanbor.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技术部经1人 机电类 本科及以上 45岁以下
高薪诚聘，待遇
面议；公司岛内
并提供班车。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 编   号 17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935279 传真号码 593111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abrina.lin@xm.assembletech.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招

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部经理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出色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运营经理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出色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质量工程师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市场拓展工程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销售工程师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至少3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背景，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良好的中、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至少3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背景，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良好的中、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至少3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背景，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良好的中、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厦门市前埔工业区39-B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至少5年以上制造业（电子行业尤佳）同等岗位经验，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
良好的中、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至少5年以上制造业（电子行业尤佳）同等岗位经验，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
良好的中、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机电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四级水平；
有开发设计基础或背景，有制造业产品项目管理经验，了解Microsoft Project；
三年以上的外企制造业产品技术部门管理经验；

安费诺电子装配（厦门）有限公司

Sabrina Lin

3年以上IT产品研发工作经验，有产品规划经验者优先；良好的英语翻译能力，较强
的文字表达能力，具较丰富的正式报告撰写经验；对IT产品软硬件结构有深入了解
，熟悉IT产品研发流程，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并具较强的产品创新意识和能力。

声普（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洪小姐

厦门市禾山路1603号

3年以上管理咨询或GPS相关行业咨询顾问或管理岗位工作经验；良好的英语翻译能
力，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具较丰富的正式报告撰写经验；精通GPS相关行业管理体
系、岗位设置、业务流程、技术发展状况，深刻了解该行业信息化建设状况、存在
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能深入、独立挖掘行业需求信息，并及时有效地进行跟

Page 137 of 166



产品工程师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工艺工程师 1 机械、电子等工本科或以上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独资 编   号 17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assistant_staffing@del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Manufacturi
ng Project 
Senior 
Manager 

1
理工专业或MB

A
本科生以上 30-50 待遇优厚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Princip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is position is to lead and accomplish all  the major 
projects in manufacture. The coverage includes business planning, materials 
procurement, production, quality, logistics, engineering, finance, order processing 
, IT, etc 
Education & Experience:
Minimum: Holding a degree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or electricity or supply chain 
or logistics
Preferred: MBA
Experience: 5 years of related experience in industry, including 3 years in a 
management role
Project management 
Preferably to have experience on planning, procurement , production, logistics,  
cost finance and tax, etc. 
Knowledge , Skills and Abilities:
Experience of Industry management 
Strong business sense 
Stro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
Good English
Have skills of mathematics, statistics, Microsoft Excel, PowerPoint, Word,  
Hands-on ability and attitude.

至少3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背景，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良好的中、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Ms. Wang

厦门市金尚路2388号

至少3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背景，熟悉电子连接器者优先考虑；良好的中、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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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Care Key 
Account 
Program 
Manager 

1 不限 本科生以上

Combination of front line role with handling/managing customer & backend role of 
internal process/project improvement for building long te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Require to lead & manage a team namely CCC Key Account( KA) for tot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improvement
Responsibilities: 
� Program management on CCC KA for daily operation, delivery, quality & service 
fulfillment; as well as total ownership on KA escalation management
� CLCA(Close Loop Corrective Action)  program management , establish 
engagement model with business case for lesson learnt, defect repeatability 
minimization/elimination & blend in BPI methodology for a complete closure of 
issue with root cause identification
� Be an active team member to assist in delivering department/company other 
metrics
� Regular Customer Visit to bring back issue/VOC  & follow up to closure with 
CLCA method
Requirement:
� Bachelor degree or higher, preferable in engineering or IT.  Relevant master 
degree will be an advantage
� Min. 6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with 2 years in management position. Working 
in multi-national company is preferable
� Working experience in quality field with hand-on experience on problem solving t
� Possess strong interpersonal &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with customer 
�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English & Mandarin
� Enjoying problem solving &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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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Line 
Manager 

1 理工类专业 本科生以上 30-40岁

Production 
Control 
Project 
Manager 

1 理工类专业 本科生以上 30-45岁

Product 
Manager(Ma
rketing)

不限 本科生以上 具有销售或市场相关经验

Responsibility: 
- Assist in daily execution on Production Control, Inventory control and Order 
Management. 
- Drive initiatives to improve delivery performance to improve Customer 
Experience 
- Drive initiatives to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PC/IC/OM process 
- Coordinate PC/IC/OM BPI projects.  
Requirements:
-       Be devoted and result oriented 
-       Strong leadership
-       10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at least 5 years within MFG Planning area
-       Good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
-       Fluent English
-       A Team Player
-       Bachelor or above, MBA preferable. 

Manage the products like Laptop, desktop, server & storage
Based on the business needs & the capability of candidates, the candidate could 
be assigned to take Product marketing, pricing & product branding rol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need to have good professional knowledge/skills of 
relevant product & good track business records.
Self motivated & team player, need to know how to work with the matrix 
environments
Good English/Chi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Would work in Xiamen

Job Description :
1.  Manage prod line on 4M1E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and low cost
2.  Maintain and upgrade quality system
3.  Make good leadership to keep a strong team.
4.  Arrange shift working time flexible to make the best of human resource
5.  Maintain and improve line performance of ISO 9001, ISO14001, ISO 18001.
6.  Make teamwork with other department to get company target. 
Requirement :
1.  College or above degree, appreciated with a major on electricity
2.  5 or more years produc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3 or more years work 
experience in joint enterprise
3.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4.  Skillful usage of English
5.  Ability of working under pressure
7.  Work shift tur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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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upport 
Manager

2 计算机类 本科生以上 30-40岁

Roles & responsibilities:
    Propose and implement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schedules in a timely manner 
that ensures proper coverage and equity while maximizing efficiencies and 
minimizing opex.
• Create profiles for determining the optimum intraday work distribution amongst 
the supported contact centers, adjusting them as needed to ensure predictive 
accuracy.
• Analyze daily work completion adjusting to assess profile and schedule 
effectiveness and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modify profiles, system parameters 
and or schedules to improve effectiveness.
• Constantly evaluate the current staffing against current arrival patterns ensuring 
that staffing holes created by attrition are filled prior to creating a service level 
strain.  
• Recommends adjustments to call center staffing plans based on analysis of 
trends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 Work with regional team & IT department to define the CCC tools requirement, 
track the implemenation and ensure time to delivery.
• Set up management system to track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ools and provide 
consistent feedback and improvement
Requirements:
• Bachelor degree/equivalent with minimum 5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 Strong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negotiation, influencing, data analytical and plan
•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verbal and written.Fluency in English and Man
• High degree of integrity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 ability to thrive in a high-growth, fast-paced and deman
•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minimum supervision.
• Experience with call center is preferred

Page 141 of 166



Senior 
Technical 
Support 
Manager 

1 不限 本科生以上 35-45岁

Description:
•          Manages 7 x 24 x 365 high availability call management center operations 
for China CCC 
•          Manages day to day operations of the command center 
•          Liaise with world wide ECC engagement and initiatives 
•          Conducts customer tours of the ECC 
•          Drives resolution to customer issues and escalations due to SLA failure 
•          Manages customer specific CRITSITS (Critical Situation) and geographic 
crisis situations 
•          Manages all command center metrics and reporting 
•          Motivates and manages team, as well as partners to deliver results 
•          Drives integration of new programs / corrective actions / process 
enhancement into the ECC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peer organizations 
•          Focuses on leading the team and establishing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          Drives the business through enhancements of tools and business 
processes 
•          Understands financial impact of decisions made 
•          Works with peers (e.g. — TAMs, Parts, DSP & DLP) to encompass needs 
of larger organization 
Requirement: 
•          Possesses IT or business related degree 
•          Possesses BPI or 6 Sigma will be a plus 
•          Minimum 5 years experience in people manager role in an IT services or ope
•          Strong language competencies in either English 
•          Strong presentation skills 
•          Strong motivator and ability to build effective team 
•          Strong organization agility and work cross functionally with diversified culture
•          Strong interpersonal skills to foster win-win framework 
•          Skillful negotiations with others to achieve desirable results 
• Ability to manage adverse and ambiguous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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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 
Manageme
nt 
Specialist(
Service 
Department
)

1

Responsibilities: 
 - Report to China DLP Manager
 - Lead DLP project to ensure smooth transition and all project goals are met
 - Manage service provider's performance in warehouse and parts delivery
Qualification:
- Batchelor's degree or above 
- 5 years prior experience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logictics management, 
3PL manage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 Excellent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decision making skills
- Highly motivated towards higher level achivement and to deliver results in 
shortest possible time
- Strong data analysis skills
- Excellent oral and written commnication skills
- Outstanding people leadership skills, especially in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people development
- Professional level in Microsoft Office, especially Excel and Powerpoint
- Fluency in Mandarine and English; fluency in Cantonese would be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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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Sto
rage 
Support 
Engineer

5 计算机类 本科生以上

Description
1.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on high-end products(Server/Storage/EMC/Advanced 
Software) to the customer through hotline troubleshooting 
2. Investigate the root cause of the issues further to make sure of the issue 
resolved timely 
3. Solve most of software issue through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and send the 
onsite engineer to solve the hardware failure and follow it up till closed. 
4. Maintain the best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by prompt, 
professional solution to solve the customer’s issue and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to delight the customer. 
5. 24x7 night support and frequency over time working is necessary 
6. With aggressive activity and interests to deal with both technical issue and non-
technical complaint
Qualifications
1. Bachelor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so on related 
technical field. 
2. 3~5 years experience in IT technical field. The related working experience on 
technical support is preferable. 
3. With the good technical background on the computer high-end product such as 
servers based on Intel architecture, storage, tape backup unit and EMC product. 
4. Be familiar with the installation and troubleshooting on the related software such 
5. MCSE W2k or W2k3/RHCE/CNA is required. CCNA,CCNP,CNE,HPUX/Solaris/A
6. Strong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re required 
7. Fluent English skill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8. Good customer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customer sense are p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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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Sales 
Manager 

4 专业不限 本科生以上 30-45岁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internal sales force selling to large complex 
customers within a geographic region and within a specific market. Motivate sales 
force to se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ales 
incentive, career development, reporting mechanisms and one-on-one 
relationship building. 
PRINCIP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1.   Attain targeted sales goals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daily operations of the sales force.
2.   Analyze various sales reports to determine buyer/buying influences and 
project sales to establish quotas.
3.   Resolve complex customer concerns regarding the sale/delivery of products 
with customer and internal departments such as manufacturing, customer servi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4.  Participate and close large sales opportunities with sales representatives.
5.  Provide management to a unit by establish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assigning tasks and reviewing work at frequent levels
INTERACTIONS: 
Respond to basic questions, receive and/or share information, promote, influence, 
negotiate, sell and/or advise customers, peers, staff, and management within and o
KNOWLEDGE, SKILLS, AND ABILITIES: 
1.  Strong knowledge of computer hardware, software and peripherals.
2. Must have proven success in consistently managing sales group to achieve goal
3.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Cantonese will be ad
4.  Strong organizational skills.
5.  Strong presentation skills.
6.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of 5 years of related experience
7.  Master’s degree would be an advantage.
8.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 call center would be an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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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Manager 

1 财务类 本科生以上 30-40岁

Business Planning and Projection: weekly business review, quarterly and annual 
forecast; market share analysis 
Operations Partnership: weekly financial and business review with regional 
directors and his sales team leaders plus business analyst, monthly/quarterly 
operations review, structure deals/customer financing, review of contracts, pricing, 
sales productivity and financial/business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region growth, 
liquidity&profitability.
Liquidity: Liquidity management and working with the credit team to ensure 
velocity of downloads. Review large past due accounts and work with sales and 
customers of major accounts to resolve the past due issues. Understanding the 
major customers need of financing solutions and chanels that to the credit team 
for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 
Accounting Processes&Financial Reporting: Review and analyse regionsP&L. 
Ensure all items are properly captured including fundings and T&E. Expenses 
control.Ensure spending are within the budget.
Internal Control: Healthcheck, review and documentation of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Maintain strong process and financial control environment 
People&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1x1, employee career development discussion
Qualifications:
Batchelor degree in accounting or finance or above; MBA preferred.
At least 5 years related working experience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3yrs or abo
Fluent English in both the speaking and writing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Can-do spirit and proactive 
Good Computer skills esp.Excel and Access 
Can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result-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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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Manager 

1 财务类 本科生以上 30-40岁 待遇优厚

Description:
·Customer financial status assessment and credit status evaluation   
· Regular review of A/R aging, DSO and Bad Debts.
·To lead a credit team to achieve liquidity target: DSO,  AR % past due, bad debts 
and other relative goals  
· Negotiate with customers about credit terms aligned with sal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Keep familiar with credit policy/procedure and updates, ensure to comply with 
credit policy and procedure.
·Maintain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customer for their financial status and 
payment record checking
·Cooperate with other departments to resolve return and refund issues.
·Serve as an effective link between credit analysts and senior credit manager 
&finance director.  Likewise  with sales team and customers.
·Process improvements and systems upgrades to achieve liquidity targets
·Take ownership and driv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projects as 
signed by senior credit manager. 
Qualifications:
· University graduate with Bachelor ( or above)Degree in Accounting or Finance .
· People manager experience prefer
·Good credit analysis ability - financ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minimum 5 years w
·Extraordinary communication skill
·Good oral and written skills in English
·Self-motivated; Team-player; Adaptable;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indepen
·Good at Excel/Word and other MS Office softw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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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anager 1 计算机类 本科生以上 30-40岁 待遇优厚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合伙制 编   号 17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86530、2288926 传真号码 228653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mlh20037@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律师助理 1 法学 本科以上 女性 3000以上

专职律师 2 法律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有限公司 编   号 179福建省巨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滨南路57号金源大厦12A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重点法律院校毕业;  2通过司法资格考试;3.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具有律师执业证，能独立执业

Description
·          Application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to meet required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          System development undertaken by IT department 
·          Responsible to provide application functionality that meet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          Meeting the project timeline or task timeline. 
·          Delivered the stable, reliable and scalable application system
·          Conduct and prepare regular update and support to management team. 
·          Compile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s and documentation, coordinate 
commun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est solutions to ensure requirements are 
met. 
·          Provide support L1&L2 support for Online Support applications. 
·          Require to be on 24x7 Call Support
Qualification
·          Prefer a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typically 3-5 years 
experience. Prefer experience in related field or an acceptable equivalent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related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          Experience in current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i.e. Oracle 
SQL&PL/SQL, Microsoft ASP/VB, Microsoft .Net.. Knowledge in SQL Server
·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verbal and written in Mandarin and Engl
·          Good analytical, problem solving, negot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          Basic knowledge of business applications software.
·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at least one business area.
·          Ability to utilize previous experience to benefit improving Dell operations.
·          Familiarity with various software and spreadsheet applications.

福建建明联合律师事务所
王建明 、康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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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13806085813 传真号码 227279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caixianghong@fjjujiang.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家校连线运
营总监

1 计算机\营销 本科以上 不限 年薪+期权

市场总监 1 计算机\营销 本科以上 不限 面议

技术总监 1 计算机 本科以上 不限 面议

运营总监 1 不限 本科以上 30岁以上 年薪5-10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8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373515 传真号码 571596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newwish.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纽威（厦门）轻工有限公司
余小姐

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新美路19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公司网站或软件产品的成功运营经验。2、熟悉业务
运营管理体系与流程，具较强的市场意识、敏锐的行业分析能力；出色的产品规划
和项目管理能力。3、有全局观念，成熟稳健的工作作风，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
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洞察力。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优秀的团队管理协作
能力。5、具工作激情，勇于接受挑战，有教育系统相关资源优先。
岗位职责：1、负责家校连线运营；2、分析市场状况，制定运营方案；3、对自身及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系统集成或软件推广相应岗位经验，独立工作能力
。2、敏锐的市场意识和优秀的市场规划、分析能力，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制定年
度目标和计划,总体部署监督计划的执行并完成业务收入目标。3、推动市场渠道的
建立、维护和拓展。4、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操守，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5、有软件开发经验优先。

1、五年以上系统集成实施经验，成功组织至少5个500万以上的局域/广域网络项目
。2、熟悉各品牌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配置；熟悉各种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配置
与性能；熟悉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与实施；3、能够熟练地根据客户需求独立完成各
种局域网/广域网/VPN网络工程方案的规划与设计。4、良好的学习能力，有一定的
软件开发经验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公司网站或软件产品的成功运营经验；
2、熟悉业务运营管理体系与流程，具较强的市场意识、敏锐的行业分析能力；出色
的产品规划和项目管理能力
3、有全局观念，成熟稳健的工作作风，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具有较强的学
习能力和洞察力；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优秀的团队管理协作能力；
5、高度工作热情，有教育系统相关资源优先。

蔡向宏

厦门后江埭路37号10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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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总监 1人
艺术或设计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月薪1万以上

营销总监 1人 外贸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45岁
月薪9000以上加
提成

财务部经理 1人 财务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50岁以下 月薪5000以上

工程技术部
经理

1人
机械、工程、
电子等

本科以上 50岁以下 月薪5000以上

质管部经理 1人 企业管理 本科以上 50岁以下 月薪4000以上

外贸客户经
理

1人 外贸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月薪3500以上

生产厂长 1人 企业管理 本科以上
40岁以下，能适应加

班
月薪3000以上

色彩设计员 1人
美术、设计相
关

大专以上 月薪3000以上

雕塑员 1人
美术、设计相
关

大专以上 月薪3000以上

平面设计员 1人
美术、设计相
关专业

大专以上 月薪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18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33666－302 传真号码 573391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meggittsensors.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崎南五路230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专业雕塑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动物或人物的雕刻技能

3年以上工作经验，有2年以上企业形象设计、产品造型、包装设计或广告装潢工作
经验

美捷特（厦门）传感器件有限公司
方小姐

3年以上同职工作经验，精通ISO体系的建设，能建立有效的质保体系，沟通、协调
、执行能力强

３年以上直接从事外贸工作经历，熟悉外贸流程和相关操作，有丰富的客户开发跟
进和管理实战经验

5年以上大中型企业生产现场管理经，验较好的生产现场管理和计划能力，了解工艺
品的生产流程，能全面负责工厂的各项工作，合理安排生产、掌控进度，处理异常
突发事件。有效跟进产品质量，追踪服务品质，建立有效系统。

３年以上工艺品行业色彩设计经验，能熟练进行树脂工艺品的色彩设计，对市场具
有敏感性，有创新意识

5年以上工艺礼品开发设计管理经验，２年以上总监职位经历对国际市场有敏锐的洞
察力，有突出的创意能力和审阅能力

5年以上外贸市场拓展和运营管理经验，掌握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和国际贸易流程和操
作惯例；优秀的市场策划经营能力和团队领导能力

5年以上财务经理工作经理，熟悉财务运作的一整套流程及用友财务软件的使用,具
备财务计划、管理、分析和综合协调能力；熟悉财税法规，能有效进行税收策划；

5年以上工艺礼品、灯饰或玩具行业工程研发实践经验，掌握工艺礼品、灯饰或玩具
行业最新的工艺、工程技术、能晚上公司研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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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采购专员 1 机械类 本科 年薪6-10万

高级质量工程 1 机械类 本科 年薪6-10万

高级供应商工 1 机械类 本科 年薪6-10万

高级设计工程 1 机械类 本科 年薪6-10万

高级工艺工程 1 机械类 本科 年薪6-10万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内资企业 编   号 18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882136 传真号码 688213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angzw@xlp.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工程师 5
核物理/核医
学/辐射防护/
放射化学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内科主任 1 临床医学 本科以上 3000以上消化内科专业,具有内窥镜经验,副高以上,二甲以上医院工作经验

王志伟

厦门市海沧投资区马青路126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核物理/核医学/辐射防护/放射化学专业,有高级职称优先,有医疗机构工作经验优先
.

1. 具备精密机加工及热处理知识
2. 具有ISO9000或相关领域的经验及知识
3. 丰富的供应商审核经验及供应商管理经验，协商及分析能力
4. 英文读写流利。

1.机械，电子，自动控制专业或相关专业；
2.具备5年以上相关行业设计经验；
3.熟悉单片机C语言编程；
4.熟悉Protel 和 PCB，EMC，EMI 设计, 熟悉控制工程，有信号处理设计经验；
5.优秀的项目管理能力；
6.流利的英文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

1. 5年以上技术领域相关工作经验，有跨国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
2. 优秀的项目管理能力及沟通能力；                                        
3. 流利的英文读写能力

翔鹭(厦门)国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 5年以上跨国公司采购经验；
2. 丰富的精密机加工和电子元器件方面的采购经验；
3. 熟悉模具采购和具备AS9000特许的供应商
4. 流利的英语口语及书面沟通能力

1. 5 年以上制造领域QC/QA经验；
2. 领导团队完成进货、过程和出货质量检验与控制的经验；
3. 建立产品质量体系以确保产品满足客户要求
4. 熟悉FMEA；
5. 流利的英文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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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科主任 1 医学影像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影像科医师 2 医学影像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神经内科医师 1 神经内科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心血管内科医 1 心血管内科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内分泌科医师 1 内分泌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消化内科医师 1 消化内科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全科医师 1 全科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外科医师 1 外科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妇科医师 1 妇科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药剂师 1 药学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主管护师 3 护理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检验师 2 医学检验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企业 编   号 18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229726 传真号码 722608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招聘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总工程师 1 建筑或机械类 全日制本科毕业 年薪10万以上

工艺设计科长 1 建筑或机械类 全日制本科毕业 5000元/月

工艺设计员 2 建筑或机械类 全日制本科毕业 3000元/月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35岁以上，有10年以上大型建材（混凝土预制）企业工作经验，具有生产厂长/总工
程师同等职位工作经历，能独挡一面；个性积极、有良好敬业精神，有大型企业筹
建经验者优先。

35岁以下，3年以上机械制图工作经验，一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验，熟悉生产工艺
流程，熟悉机械制图，熟练掌握电脑CAD制图工作细心，协调配合能力强。

25-
30岁，1年以上机械制图工作经验，熟悉生产工艺流程，熟悉机械制图，熟练掌握电
脑CAD制图，工作细心，协调配合能力强。

初级以上职称,有丰富的医学检验工作经验

高时（厦门）石业有限公司
戚先生、杨小姐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村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中级以上职称,有药房管理经验

有主管护师证,有护理管理工作经验优先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医学影像专业,具有核医学专业上岗证,副高以上职称,三乙以上医院工作经验.

有MRI.PET\CT.DR等上岗证,二甲以上医院工作经验

副高以上职称,有二甲以上医院本专业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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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工程师 1 不限 全日制本科毕业 5000元/月

土建工程师 1 工民建专业 全日制本科毕业 5000元/月以上

产品设计员 1 美术或广告专业全日制大专毕业 3000元/月

高级生产管理 2 机械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 5000元/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办非企业 编   号 18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515721 传真号码 2511312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xxyrs@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物流管理专
任教师

3
管理学供应链

管理方向
硕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报关与国际
货运专业教

师

2
外贸或交通运

输管理
本科及以上 按国家规定执行

电子商务专
业教师

2
电子商务或相

关专业
硕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财务管理专
业教师

3
会计或相关专

业
硕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金融专业教
师

2
金融或投资理

财专业
硕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国际商务专
业教师

2 国际贸易专业 硕士 按国家规定执行

应用电子专
业教师

2
家用电器维修

相关专业
本科 按国家规定执行

汽车专业教
师

2
汽车工程相关

专业
本科及以上 按国家规定执行

软件专业教
师及研发人

员

若干
名

计算机或软件
工程专业

本科及以上 按国家规定执行

男,30-40岁,5年以上体系管理工作经验及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男性，30—45岁，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有相关工作经验8年以上，良好的敬业精神
，沟通协调能力好。 

精通Flash,Photoshop,Dreamweaver，Authorware等各种图片设计制作软件；有1年
以上大型制造企业的产品设计工作经验，能独挡一面。

有大型外资企业（制造行业）8年以上工作经验，同等岗位（负责一个部门/车间）5
年以上经历，能独当一面；作风正派，个性务实，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拥有现代
企业管理理念。

厦门华厦职业学院
人事处：吴老师

厦门市曾厝垵北路1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本科需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有本专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从事报关或国际货运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优先。

本科需有中级以上职称；并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水平，能指导学生网页设计、网
站建设；有本专业实践工作经验者优先。

本科需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本科需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本科需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有报关、单证制作工作经验者优先。

2年以上家电维修技术工作经验，中级以上职称优先。

有3年以上汽车维修工作经验。

有3年以上嵌入式硬、软件开发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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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专业教
师

2 电子工程 本科及以上 按国家规定执行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编   号 18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197125 传真号码 719712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andeng2006@126.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 1 不限 大专 无 面谈：3000以上

塑胶工程师 1
高分子或塑胶
专业

大专 无 面谈：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8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808826 传真号码 -5170800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wusc@xiagonggroup.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钢结构项目总 1
路桥、工民建及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5000元/月以上

项目经理 3
路桥、工民建及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4000-5000元/月

钢结构工程
技术人员

5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岁以下 3000-4000元/月

混凝土机械
主管工程师

1
路面机械或相关

专业
硕士以上 45岁以下 4000-5000元/月

混凝土机械
总体设计

1
路面机械或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35岁以下 3000-4000元/月

有3年以上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经历。

厦门三登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陈美卿

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27-28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大专以上，管理专业。2、熟悉日常行政、经营管理，综合协调能力强。3、5年
以上塑胶行业管理经验 。

1、从事过PVC改性、造粒，具有5年以上相关经验。2、有扎实的塑胶理论知识。3、
有从事过PVC透明料配方经验优先。

厦门厦工集团有限公司
吴时聪

厦门市禾祥东路11号5层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高级工程师/从事桥梁钢结构、房屋钢结构相关工作年以上

工程师/从事桥梁钢结构、房屋钢结构相关工作3年以上，具有施工组织能力，持有
二级以上项目经理证或二级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

工程师/从事桥梁钢结构、房屋钢结构相关工作3年以上，熟练掌握钢结构优化设计、细化、工

艺拆图、用料分析等，有多年相关经验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高级工程师/能熟练运用Pro/软件，从事混凝土产品设计工作5年以上，并在该领域
业绩突出

工程师以上职称/能熟练运用Pro/软件，从事混凝土产品设计工作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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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改装车
总体设计

4 汽车或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45岁以下 4000-5000元/月

传动系统设计 2
发动机或机械相

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岁以下 3000-4000元/月

结构件设计 2
焊接或机械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30岁以下 3000-4000元/月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资 编   号 18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50700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Jenny lu@kalmarind.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维修工程师 2 机电相关专业 本科 30岁以内 3000

销售工程师 2 工科专业 本科 30-40岁 35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企业 编   号 18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10331 传真号码 571033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cnhhs@cn.abb.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工程师/能熟练运用Pro/软件，从事汽车改装车设计工作5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职称/能熟练运用Pro/软件，从事发动机选型、变速箱、驱动桥设计工作
3年以上

工程师以上职称/能熟练运用Pro/软件，从事结构设计工作3年以上

卡尔玛港口机械（深圳）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吕妙霞

厦门湖里大道48-50号银丰工业大厦6楼东侧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英文4级以上

3年以上工作经验可用英文进行交流，较强的沟通协调及交流能力

厦门ABB华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吴闽 (人事主管)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三路六号光辉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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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 工程师1人 机械 / 电气 本科 3000元以上

国产化工程师1人 机械/材料/铸造本科 3000元以上

职责：

1.负责创建 / 维护 BOM 结构 
2.根据技术发展部 / 工程部的要求创建及更改 BOM，该 BOM 
用于驱动公司内的其它业务流程，如工程设计、计划、采购及生产等等 
任职资格:
1.责任感强；

2.严谨的系统/逻辑思维；

3.良好的沟通技巧；

4.ERP系统中生产计划的基本知识；

5.SAP PP模块经验者优先考虑；

6.至少2年BOM维护、工程设计或计划的工作经验 ；

7.英语：读写流利；

8.电脑：熟练使用 MS-Excel；
9.懂数据库（如MS-Access）者优先考虑；

1）工科类（机械/材料/铸造/电气）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3）较好的英语读写沟通能力
4）熟练使用CAD/ProE等制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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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工程师1人 铸造/机械 本科 3000元以上

电气工程师 1人 高压/绝缘/电器本科 3000元以上

进货检验工程1人 铸造工艺专业 本科 3000元以上

Academic Qualification (学历要求)
BSc degree, background in machining processes and technologies (preferable 
aluminum and iron)
Working Experience (工作经验）
1. 3 -4 years of experience in engineering and machining parts, knowledge of 
casting processes and technology would be advantageous. 
2. Experience / background in mechanical operation and processes, operation of 
CNC machines and processes, state of the art of factories operation
3.Knowledge of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cesses is advantageous 
4.Familiar with technical drawings, commercial terms and negotiations
5.Familiar with testing equipment and testing procedures of incoming and 
outgoing final parts or products
6.Familiar with ISO90001 and ISO90002 quality system, knowledge of quality 
control processes
7.Can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by oral and writing.
8.Willing to travel
Duties/Responsibilities (工作责任) 
1.Close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and local ABB Units in terms of sourcing 
2.Issuing of RFQˇs
3.Negotiation of price and delivery conditions
4.Assistance by final tests of samplings and parts, quality check, according to 
product specification by suppliers before shipping to ABB factories.
5.Visits of suppliers, audits, qualification and check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职责：负责产品技术管理；技术支持；标准管理；产品手册；产品设计和试验。

要求：
1. 高压、绝缘或电器类专业，或电力系统相关专业，本科或相应学历；
2. 三年以上电气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3. 负责技术及产品的相关工作；
4. 良好的问题解决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5. 较好的英语水平，懂德语尤佳；
6 具有钻研精神 愿意长期服务；

要求：
1.铸造工艺专业，大学学历；
2.3年以上从事铸造（铝件）、模具及国产化相关工作经验；
3.熟悉供应商评估、管理和QA体系；
4.基本的英语口语和计算机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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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程师 1人 电力/机械 本科 3000元以上

GIS设计和研4人 电器或电力系统本科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8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807196、6807135 传真号码 651915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ui_wang@asintec.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财务总监/
副总/CFO

1 财务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或以
上学历

年薪制，缴交社
保、医保及住房
公积金

国内业务部
销售总监

1
生物医药类
市场营销类

全日制本科或以
上学历

年薪制，缴交社
保、医保及住房
公积金

岗位职责：
1.按照ISO9000标准要求，负责策划、实施和维护体系;
2.CCRP的处理和跟踪;
3.体系相关的外部联系工作；
4. 质量体系相关的培训和活动的组织
5.协助质量经理实现质量管理体系一体化的推动、维护与实施；
6.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推动；
7. 质量过程控制的组织
8.上级交办的其他事务。
任职要求：
1.学历：大学本科电力或机械工程专业；
2.相关背景及经验:工业企业推行质量管理体系经验；两年以上外企工作经验为佳；
3.ISO9001内审员资格；
4.跨部门工作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5.英语口头文字表达能力好；
6.熟练的电脑操作技能.

1. 本科以上学历，电器或电力系统自动化类专业；
2. 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工程设计经验者优先；
3. 负责ＧＩＳ的一次、二次工程项目设计或产品研发；
4. 较好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熟练的使用AUTOCAD和办公程序软件；
5. 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张先生、王小姐

厦门海沧区新阳工业区新光路332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执行公司战略[全面预算管理、BPM(企业绩效管理)、ABCM（作业成本管理）]；
2、具资本运作（私募、并购、IPO等）的能力，成功主导至少一家公司在国内A股上
市；
1、5年以上营销管理经验；
2、熟悉国内体外诊断试剂市场；
3、3年以上生物医药类企业大区销售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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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OTC
销售总监

1
生物医药类
市场营销类

全日制本科或以
上学历

年薪制，缴交社
保、医保及住房
公积金

生化产品经理 1
生物、医药、
营销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或以
上学历

4000元以上，缴
交社保、医保及
住房公积金

血糖仪产品经 1
生物、医药、
营销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或以
上学历

4000元以上，缴
交社保、医保及
住房公积金

培训专员 1
人力资源或管
理专业

全日制大专或以
上学历

3000元以上，缴
交社保、医保及
住房公积金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私企 编   号 19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076005 传真号码 509890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cl@kinnsoft.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咨询顾问 1 易、物流计算机相 本科以上 4年以上工作经验 6000元以上

销售总监 1 易、计算机、市场 本科以上 3年以上工作经验 5000-5500

软件工程师 3 算机开发相关专 本科以上 2年以上工作经验 3000-4000

系统分析师 1 算机软件相关专 本科以上 2年以上工作经验 3000-4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三资企业 编   号 19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6)592-2126888 传真号码 (86)592-2127888

1、丰富的OTC市场和产品管理经验
2、熟悉OTC市场运作模式，具有主导OTC产品上市的成功案例，业绩良好
3、熟悉OTC市场及掌握专家资源

1、三年以上医药领域产品市场管理工作经验
2、熟悉所负责的产品
3、有跨国、大公司或同业经验者优先

1、三年以上医药领域产品市场管理工作经验
2、熟悉所负责的产品
3、有跨国、大公司或同业经验者优先

1、2年以上培训管理工作经验； 
2、熟悉培训市场，能与培训供应商保持联系及合作关系；
3、熟悉内部培训及外部培训组织作业流程，对年度培训规划有一定的经验；
4、熟悉人事工作流程，尤其岗位培训流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5、具有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能够带领团队开展日常培训工作；
6、优秀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及计划能力，思维敏捷；
7、有ISO或GMP者优先。

厦门新荆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洪彩玲

厦门湖滨北路凤凰山庄71号4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厦门特易购进出口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邵小姐(me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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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fbm51@fbmcn.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销售经理 1
外语/国际贸
易/管理/文科

类

本科以上 无 3000

高级商务秘书 2
外语/国际贸

易
本科以上 无 3000

国贸业务员 不限
外语/国际贸

易
大学以上 无 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9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19358 传真号码 531933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tzzy@xmlanddvpt.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副总经理 1 广告策划、房
地产经营、市
场营销专业

本科 30-40岁 ４５００元以上

副总经理 1
工民建或工程
管理

本科 30-40岁 ４５００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93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223065,3871227 传真号码 622397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sq@shiqi.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付总 1 机械 大学本科 28~45岁 >3000

电气工程师 1 数控设计 大学本科 40岁以下 >3000

机械制造工程师 1 机械制造 大学本科 28~45岁 >3000

机械设计工程师 1 机械设计 大学本科 28~45岁 >3000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94

1年以上外贸工作经验，熟悉外贸工作流程，精通一门外语。

厦门市思明区新华路78号华建大厦18楼

厦门市土总置业有限公司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5年以上国际贸易工作经验,有一定的商务谈判技巧及管理经验。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

3年以上外企工作秘书工作经验，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持项目经理二级以上资格证书；５年以上土建项目或室内装饰项目管理相关经验；
熟悉工程项目整体运作流程，具有较高专业技术知识，有较强团队领导能力和工作
责任心．

厦门实启机械有限公司
卢小姐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碑头路21号

韩玲

厦门市湖滨北路78号兴业大厦21F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５年以上广告策划或房地产经营管理工作经验；熟悉国内房地产市场，对房地产市
场未来的发展有较深刻的认识；对房地产行销代理有相关实践经验，能独立推动房
地产行销代理工作的开展；具备大型项目的策划＼公关＼管理及执行能力．

厦门青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多年机床设计相关工作经验

机械加工厂管理经验

数控类（自动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多年机械相关工作经验

机械制造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多年机械加工工艺相关工作经验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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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2511650 传真号码 251046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pentiumxm@hotmail.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否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电子工程师 3 电子 大专以上学历 不限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编   号 19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656000-8889 传真号码 5656011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hh-3150@163.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生物工程研
发工程师

2名 分子生物学 硕士以上 男性 年薪6万元以上

诊断试剂研
发工程师

2名
医学检验、分
子生物学

硕士以上 不限 年薪6万元以上

诊断试剂研
发助理

1名 医学检验 本科以上 不限 3000元以上

机械设计工
程师

2名 机械设计 本科以上 男性 年薪6万元以上

机械制造工
艺师

1名 机械设计 大专以上 不限 年薪5万元以上

机械装配调
试工程师

2名 机械制造 大专以上 男性 3000元/月以上

电子研发工
程师

2名
单片机与微电

子控制
本科以上 男性 年薪7万元以上

电子调试工
程师

2名 电子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男性 年薪5万元以上

市场助理 1名 经济学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男性，35岁以下 3000元以上

销售助理 1名 财务、市场营销 大专 女性 3000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编   号 19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692546 传真号码 22692875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rscqsp@hqu.edu.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彭先生

厦门软件园华讯搂C区3F-A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熟练掌握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嵌入式开发，MCU/DSP

有三级医院检验科工作经验尤佳。

3年以上机械设计经验、熟悉机械加工工艺及装配工艺，熟练AUTOCAD及一种三维软
件应用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刘仙汝

厦门市湖里大道48-50号银丰工业大厦五楼

华侨大学

朱老师、钱老师

华侨大学人事处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熟练运用办公软件,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有丰富的市场调研能力
及较强的团队领导能力

熟悉销售业务流程，具有财务基础知识和物流管理知识，能熟练操作和运用金碟K3 
ERP软件系统，善于跟客户沟通有较强的责任心

5年以上机械设计、制造工艺、装配工艺工作经验

8-10年以上机械装配调试工作经验

5年以上单片机软件及硬件开发经验，熟练掌握电器调试、安装工艺流程设计

5年以上电子设备设计、调试、维修工作经验

3年以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工作经验

3年以上医学检验或免疫学研发经验，有三级医院检验科工作经验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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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模式识别与智能

系统；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计算

机应用技术；网

络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物理
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物理学化学工程(化工

热力学、反应工

程方向) 化学
制药工程
园艺学；生物
医学工程生物化工；微
生物学 环境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
理论；
材料成型与控
制工程（塑料
成型工艺及模
具方向）

工业设计

土木工程（含

桥梁与隧道工程
工程管理；市
政工程（给水

城市规划与设计

环境艺术；美
术学（雕塑方
建筑历史与理
论

建筑学院
教师岗位

硕士或中级以上

硕士或高级以上

博士或高级

机电及自动
化学院教师

岗位

博士或教授

博士

硕士或副教授，具有本专业3年以上教学经验者优先

博士或教授，45周岁以下

博士学位副教授，45周岁以下

硕士或副教授及以上，公共基础课教学

薪酬待遇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教师岗位

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电力
电子与电力传
动；电工理论
与新技术；检
测技术与自动
化装置；计算

硕士及以上

以国家事业单位规定为准，特殊人才可
面议，属引进人才另享受优惠待遇，详
见华侨大学人事处网页《华侨大学引进
人才暂行规定》。http://rsc.hqu.ed
u.cn/

博士或副教授

博士

土木工程学
院教师岗位

博士或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教师岗位

学历、学位要求/职称/资历条件

博士或副教授，本、硕须为相关专业

博士或副教授

博士或教授

Page 162 of 166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有限公司 编   号 19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２９５０３８８ 传真号码 ５５２６３００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zjl@kh010.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高级软件研发 3 计算机相关 本科及以上 月薪４000元以上

高级硬件研发 2 电子技术相关技本科及以上 年薪１５万元以上

硬件研发助理 2 电子技术相关技本科及以上 年薪６万元以上

副总经理 1 管理专业 大专以上 ３５岁以上 年薪１０万元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外商独资 编   号 19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036783l转631 传真号码 6036766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ttn@tungthih.com.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电子工程师 电子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机构工程师 机械或模具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PC软件开发人员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厦门点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邢永平

厦门软件园而期观日路３０号２０７单元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精通VB/VB.NET + 
SQL，能独立完成中小型项目的开发实施，熟悉Win2000无盘终端，能准确判断和排
除各种局域网故障。

精通ARM嵌入式系统和C语言，从事智能电子产品的研发工作十年以上，特别欢迎科
研院所的工程技术人员。

熟悉ＡＢＭ嵌入式系统，精通Ｃ语言和单片机，从事智能电子产品的研发工作３年
以上

从事电子行业相关管理工作１０年以上，有高层管理经验．

厦门吉致电子有限公司
吴美兰

厦门市湖里区华盛路26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有C+语言、嵌入式软件设计经验； 
2.有二年以上电子产品相关的经验,英文程度高。
3.有PIC汇编、C编程相关经验。

1.熟悉注塑、冲压成型、精密注塑及各种齿轮类传动性产品设计；
2.擅长力学分析、塑料件、金属特性分析、传动组合计算；
3.熟悉cad,pro-e或ug；
4.从事过上列产品开发三年以上经验（具有英文技术资料阅读能力者尤佳）

1.从事基于PC的测试设备开发。
2.具有VC++或VB二年以上实际编程经验，获得计算机等级考试4级证书。
3.具备设备驱动程序编程经验或LABVIEW编程经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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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设计 模具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治具设计（电路） 电子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治具设计（机构） 机械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3000以上

业务 英语、日语、电子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000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编   号 199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33404 传真号码 0592－2078298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hr@chinacdc.com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是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资深ORACLE
数据库管理

员
1

计算机、网络
通讯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月薪四千以上

信息系统资
深开发工程

师
1

计算机应用、
信息管理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月薪四千以上

贸易ERP高
级业务实施

助理
1

外贸、国际金融

、信息管理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月薪四千以上

服装出口业
务经理

4 不限 本科以上 上海、厦门各2人 年薪五万以上

出口业务经
理

4 不限 本科以上 年薪五万以上

进口业务经
理

2 不限 本科以上 年薪五万以上

1.熟练操作PRO/E或UG以及AUTOCAD软件；
2.具有3年以上模具设计经验。

1.熟练操作电路设计软件；熟练并应用PLC编程；
2.具有两年以上的设计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对液压、气动、电器零配件的了解和使
用，尤其熟练使用电器元件；

1.熟练操作2、3D软件（比如：AutoCAD、Pro/e或UG）；
2.具有治具设计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对液压、气动、电器零配件的了解和使用，尤
其使用液压、气动、传动等元器件；

1.英语8级或日语一级，说写流利；从事过电子行业（如DVD.手机.彩电及电脑等相
关电子原器件.电子原理等）及机械行业翻译工作三年以上（口译及笔译）。
2.具备能独立于国外从事业务接洽能力，并可配合国外出差者。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潘小姐

厦门市鹭江道52号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至少2年以上IBM 
RS6000小型机管理经验；熟悉IBM小型机平台上的Oracle数据库维护管理经验，有
相应Oracle DBA认证者优先；熟悉基于JAVA的应用程序开发。

有2年以上Java软件系统开发经验；熟悉ORACLE或SQL 
SERVER数据库开发；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与团队内部人员进行良好的沟
通；具有贸易或流通领域从业经验者优先。

1、至少三年以上贸易行业或银行国际结算从业人员经验；2、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
能力、沟通能力、分析能力和学习能力；3、有一定的IT应用经验，对大中型信息系
统有一定了解；4 有ERP类系统实施经验优先

1、3－5年服装外贸工作经验，熟悉外贸业务流程，具有独立的业务开拓和一定的管
理能力；2、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1、3年以上外贸行业工作经验，熟悉外贸出口业务流程，具有独立的业务能力；2、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1、3年以上外贸行业工作经验，熟悉外贸进口业务流程，具有独立的业务能力；3、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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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
销售经理

2
电子及相关专

业优先
本科以上 年薪五万以上

医疗器械销
售经理

3
医疗器械、电
子等专业优先

大专以上 年薪五万以上

参会单位 单位性质 民营 编   号 20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632590 传真号码 2632589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ehr@e-hr.net.cn
是否参加3月31日现场

招聘会
参加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要求 年龄等其他附加条件 薪酬待遇

HR咨询项目
经理

１人
人力资源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 8000元／月

顾问师 ２人
人力资源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 5000元／月

市场部主管 １人
市场营销或管
理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 4000元／月

交流部主管 １人
人力资源或管
理类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 4000元／月

1、3年以上电子行业工作经验，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1、3年以上医疗器械或相关行业销售经验，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厦门卓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林先生、张先生

1、5年以上的市场营销或客户拓展工作经验；
２、了解人才业务知识，熟悉企业情况或客户渠道，具有人才服务或咨询公司相关
经验者优先；
３、较好的英语基础，熟练操作电脑；
４、开拓性强，为人正直诚信，善于沟通，具有良好的服务、创新意识，能承受较
大压力。

1、５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熟悉厦门各部门政策法规及办事流程；
２、了解人才业务知识，掌握人员招聘技巧，具有人才服务公司相关经验者优先；
３、较好的英语基础，熟练操作电脑；
４、开拓性强，为人正直诚信，善于沟通，具有良好的服务、创新意识，能承受较
大压力。

湖里区湖里大道41-43号联泰大厦东侧四楼

职称/技能要求/资历条件
1、 5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其中3年以上管理经验；
2、 
熟悉组织设计、职位评估、薪酬福利、绩效管理、以及其他HR模块，具备实战经验
；
3、 良好的计划组织、沟通协调、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学习发展能力；
4、 熟悉HR项目咨询流程，有HR咨询公司相关经验优先；
5、 良好的中、英文表达能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1、5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1年以上管理经验；
2、熟悉组织设计、职位评估、薪酬福利、绩效管理、以及其他HR模块，具备实战经
验；
3、了解HR项目咨询流程，有HR咨询公司相关经验优先；
4、工作条理性好，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5、身体健康，能适应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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