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岗位一 岗位二

001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25人 助理技师25人

002 TCL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注塑厂操作工及关键技术

003 合肥永飞电气有限公司 线缆注塑工 束丝绞线工

004 北京云百讯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处理30人

005 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支持20人 质量管理1人

006 蚌埠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质检员 加工部人员

007 合肥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 后备班长10人 设备维修类15人

008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 工程技术50人

009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师/运维工程师60人

010 安徽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数控加工30人 焊接技术10人

011 安徽尊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类专业

012 蚌埠博蓝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013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技能工30人

014 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师/生产组长20人 设备技术员10人

015 蚌埠市双环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016 合肥福映光电有限公司 生产一线作业人员

017 合肥格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经理 市场推广

018 合肥通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气自动化生产设备技术岗

019 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 封装测试技术

020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能源类制造类专业

021 安徽引途科技有限公司 4G/5G网络优化生 10人 4G/5G通信基站工程 

022 合肥匠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5人 售后专员4人

023 合肥晟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10人

024 安徽百越天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10人 赴日/对日软件工程师 10人

025 安徽美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地图制作技术员15人

026 安徽伯乐车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汽修 10人 汽车美容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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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安徽灿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模切技术员10人

028 安徽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15人

029 安徽非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渠道客户经理 10人 蚂蚁金服 10人

030 南京巅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Java开发 10人

031 安徽凤凰滤清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类相关专业

032 蚌埠市蚌山区珠城印象工作室 平面设计师3人 新媒体运营5人

033 蚌埠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喷漆学员2名 机电学员1人

034 安徽海尚控股有限公司 策划管培生10人 文案管培生10人

035 安徽航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2人 医疗设备装配工程师2人

036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磨床技术员、铣床技术员、

CNC技术员、
精密电火花技术员、线切

割技

037 安徽合富辉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网络技术专员 5人 策划助理 5人

038 安徽和弘谊品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 实习店长50人 实习干部50人

039 安徽互信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账单提醒专员 20人 管培生 5人

040 安徽华地融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综合岗5人 营销岗20人

041 安徽华运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管理 营运管理

042 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储备干部 设备管理员2人

043 安徽汇通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坐席代表 30人 店长储干 15人

044 安徽吉事多便利店有限公司 零售储备干部20人 新媒体运营2人

045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层技术员及管理骨干 30人

046 安徽金斗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后台作业员20人 录音录像质检员10人

047 安徽金龙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平板电脑、电视、车载

显示屏、触控一体机

048 安徽精菱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049 安徽科达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自动化及制造类专业

050 安徽跨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内业数据处理50人

051 安徽来购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店长 60人 实习财务 25人

052 安徽蓝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客服 10人 销售代表 20人

053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财务专员、IT实习生、平面设

计、新媒体运营 50人

054 安徽猎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 20人 网站运营编辑 6人

055 安徽凌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硬件、机械工程师 5人 测试工程师 3人



056 安徽明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淘宝天猫客服10人 京东客服2人

057 安徽人和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政府调研回访员/物流客服80人

058 安徽瑞成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猫运营助理10人 售后技术客服10人

059 安徽三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售后客服 哈罗单车客服

060 安徽省蚌埠华益导电膜玻璃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061 安徽省大富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062 安徽省六二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文职类 
电工师傅、焊工师傅、管

道工、

063 安徽省长隆苗木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商务及相关专业 5人

064 安徽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风控专员10人 人事专员2人

065 安徽携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 行政专员

066 安徽阳光信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资产保全20人 光大银行资产保全20人

067 安徽易居金岳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金种子管培生10人

068 安徽银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10人 销售10人

069 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检片工艺员16人

070 蚌埠红都文化教育图书有限公司 客服10人 运营助理5人

071 蚌埠慧算账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5人 会计助理5人

072 蚌埠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天猫在线客服

073 蚌埠雷士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组长3人 IE工程师1人

074 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10人 储备干部15人

075 蚌埠赛特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渠道专员20人

076 蚌埠尚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10人 机电学员5人

077 蚌埠市蚌山区邦妮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教师岗、市场部20人

078 蚌埠市蚌山区锦鸿建材经营部 设计师5人 店面导购　5人

079
蚌埠万达嘉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万达嘉

华酒店
工程部实习生 前厅部实习生5人

080 蚌埠兴科玻璃有限公司 操作工 质检4人

081 蚌埠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车间一线生产 2人

082 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储备经理 测量员

083
北京中视溯源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采编顾问25人 品牌顾问20人

084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 压延裁切部 30名 深加工部 40名



085 大连金慧融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线运营专员

086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20人 采购专员10人

087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电路板制造生产

088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保税物流5人 物流专员　5人

089 杭州伯讯科技有限公司 高提成电商顾问 20人 店长助理 5人

090 杭州草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门店储备经理 20人 商品专员2人

091 杭州海康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储备线组长50人

092 杭州市江干区天童专修学校 课程顾问 80人 英语老师 30人

093 杭州拓天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淘宝消费者服务专员 网易严选在线售后咨询

094 杭州卫岗食品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3人 财务专员　3人

095 杭州壹脉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专员8人 运营助理5人

096 合肥京东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10人

097 合肥京东方显示光源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员20人 质量检验员20人

098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层管理 储备制造工程师

099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自动化生产设备技术岗20人

100 合肥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数控技工 设备维护

101 合肥邻几便利店有限公司 网络工程 10人 实习财务 25人

102 合肥茂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处理工程师5人 质量/研发技术员5人

103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技工学员/应届实习生 50人

104 合肥培恩电器有限公司 招商经理（储备干部）10人 电商客服1人

105 合肥三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助理工程师 电气技术员

106 合肥市好利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督导20人

107 合肥市商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类20人

108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贸销售工 外贸销售工程师

109 合肥天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一线技术员20人 质量检验员2人

110 合肥甜蜜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家装顾问20人 实习设计师10人

111 合肥万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仓库管理员 8人 设备技术员3人

112 合肥小胖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储备经理（销售）30人

113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10人 产线技术员30人



114 合肥新生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前台4人 　人事专员2人

115 合肥讯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优化工程师20人 通信督导工程师10人

116 合肥奕斯伟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检测岗 自动化设备控制岗

117 合肥益合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工程师 5人 无线测试工程师 5人

118 恒安（合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员 电气工程师 

119 泓弈（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方向 2人 线下渠道方向 1人

120 花桥华拓数码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银行坐席专员 10人 淘宝商家 10人

121 华道信息处理（苏州）有限公司 银行分期专员 10人 银行获客专员 10人

122 皇裕精密冲件(昆山)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123 黄山博蓝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10人 体系专员2人

124 黄山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20人 客服顾问20人

125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过程检验员5人 研发实验员5人

126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丝工艺员、质检，聚酯工艺员

127 江苏勤善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旅游助理15人 销售助理　10人

128 江苏盛世康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 5人 销售经理 15人

129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储备技术员50人

130 金鑫美莱克空调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空调组装

13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类

132 可胜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模具储干 15人 ABB自动化储干 15人

133 昆山昆仑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店长5人 储备经理10人

134 六安钢铁控股集团特钢有限公司 制造类专业 财务类专业

135 南京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储干 20人 售后工程师 20人

136 南京垦荒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 20人 采购员 10人

137 南京威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美容技师学徒 5人 品牌顾问 5人

138 南京雨润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类 10人 销售业务类 30人

139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

动力运行技术员 100人

140 宁波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岗位分布装配、检验员、注塑

141 宁波美美家园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 40人

142 青岛贝特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类管培生50人 推广类管培生20人



143 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芯片部技术员 10人 外延部技术员 10人

144 山东泰盈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宝风控20人 蚂蚁金服维护专员30人

145 上海澳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区销售助理 20人 综合管培生 5人

146 上海灿耀天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 2人 网络编辑 2人

147 上海大众汽车客服中心 汽车服务专员（CSR）  15人复核质量管理专员（QA）8名

148 上海德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微博/腾讯营销顾问 平面设计/美工

149 上海东方激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30人 客服代表30人

150 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20人

151 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 5人 物流 10人

152 上海吉堡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英语老师 25人 行政老师 30人

153 上海决策者经济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管培生

154 上海肯德基有限公司 肯德基餐厅储备经理(MT)

155 上海奇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60营销推广顾问 30人

156 上海去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教师

157 上海锐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开拓 15人 营销顾问 6人

158 上海尚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5人 储备干部5人

159 上海申铁杰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信息维护员 设备维护员

160 上海晟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销售

161 上海市普陀区御翠缘翡翠珠宝商店 销售经理5人 销售顾问80人

162 上海颐坤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163 上海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用户服务工程师50人 网络工程师2人

164 上海掌小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课程顾问 30人

165 事必得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车床/磨床操作工 QC检验员

166 蜀王餐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出纳会计4人 信息技术员2人

167 苏州贝瑞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离场会计30人 建设银行大数据库营销30人

168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设备、检验、
品质技术员 50人

Web前端实习生 10人

169 苏州量恒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5人 销售专员10人

170 苏州量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营销储备干部10人 店面销售30人

171 苏州用朴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CNC 技工/学徒 30人 CAD 制图员 5人



172 安徽岸香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办会计10人 储备干部50人

173 安徽百意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蚌埠分公司 储备主管5人 财税顾问5人

174 喔衍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打字客服

175 无锡儒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人事助理3人 市场部助理15人

176 无锡锐科光纤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技师200人 售后10人

177 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装配工（主要招聘岗位） 质检员

178 喜星电子（南京）有限公司 品质检查员50人 设备技术员20人

179 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10人 生产技工30人 

180 合肥常唯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售后坐席100名

181 宿州和君纵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滴滴打车客服专员 30人

182 延锋彼欧(杭州)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检验、技术员、生产 15人

183 义乌市温投进出口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184 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投顾服务专员 20人

185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技工 10人 生产储备干部 8人

186 优品汽车服务（江苏）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 3人 美容 30人

187 云集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初级服务运营20人 电话回访20人

188 浙江京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仓储管理培训生 15人

189 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调试岗20人 试验岗10人

190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成型技术30人 模具技术30人

191 浙江艺羽青脉档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加工员50人

192 郑州中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16人 管理培训生 10人

193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
电子商务专员 10人 查勘定损专员 5人

19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电话销售中心
远程营销客户专员

19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电子商务专员50人

196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 30人 电气30人

197 珠海藤仓电装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 制造类 技术担当

198 合肥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客户管理类10人 物流管理类10人

199 上海富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房产经纪人 26人

200 深圳市国富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员 8人 财务助理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