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招聘单位及岗位
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

数量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整车设计、整车电控开发、零部件设
计、软件开发

60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核心研发岗、产品研发岗、技术支持
岗、供应链岗、财经法务岗、人力行
政岗

330

山东师范大学

高校老师

238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

综合管理岗、人力资源助理岗、创新
管理岗、条件保障见习岗

50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

工程技术岗、文秘岗、党务人力岗

14

山东泰山地勘集团

山东高速尼罗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电气
工程自动化技术员、英语翻译、人力
资源
党务管理、商务开发、融资管理、财
务管理、审计管理、国际贸易、工程
技术、计划管理、机料管理、综合管
理、经营管理

35

20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工艺施工
员、医生、管理类

39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人员

35

济南热电有限公司

城市集中供热热电联产生产、运行、
施工等相关岗位

64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员、安全员、电气安装员、材料
员、中专教师

50

山东三箭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员、预算员、安全员、材料员、
资料员

155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 土建工程师、造价工程师、安装工程
司
师、材料、试验、法务咨询
1

55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及管理岗

土建工程师、造价工程师、安装工程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 师、市政工程师、试验检测工程师、
责任公司
钢结构工程师、安全工程师、财务管
理
城市规划师、土地规划师（含生态规
划师）、交通规划师、数据模型师、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市政工程师、全过程工程咨询、党务
工作人员、法务专员、人事专员、财
务管理人员
机房、系统管理、房产测量员及其他
相关测绘业务、房产测量员及其他相
关测绘业务、测绘业务作业员、房屋
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
检测员、房屋鉴定员、地理信息系统
开发工程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二手房测
量员
工程技术（管理）岗、盾构技术（管
理）岗、铁路四电（管理）岗、试验
检测（管理）岗、安全技术（管理）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岗、计划成本（管理）岗、设备物资
（管理）岗、财务管理岗、行政管理
岗、外语翻译岗、销售管理岗

50

99

44

62

80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管培生、机械绘图员、自动化技术员、
外贸业务员、国内业务员

33

济南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员、产品设计员、生产技术员、
质检员、营销员、探伤技术员、技改
业务员、售后服务员、业务洽谈员、
设备管理员

50

山东齐发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电
气管理、网络管理、外贸制单

36

济南轻骑铃木摩托车有限公
司

博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出口跟单员、英语翻译、技术人员、
法务专员、宣传员、日语翻译、保全
工程师
采购、人力资源专员、网络运营专员、
综合商务、业务商务、销售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电子工程师、制冷工程
师、.net 开发工程师、工艺工程师、
体系管理员、产品注册专员、机械质
检、售后工程师

2

12

72

山东小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工程师、模具工程师、电气工程
师、制冷工程师、PCB 研发工程师、
工艺工程师、外观设计师、品牌宣传
专员、生产管理、外贸专员、电商专
员、营销经理

98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模具设计、行政人事、仓
库管理

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市场营销类、业务支持类、运营服务
类

15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员、造价专员、财务专员、行政
专员、项目管理

36

济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机械技术员、电气技术
员、人力资源管理员、文秘

43

山东英才学院

高校教师

28

莱芜钢铁集团泰东实业有限
公司

材料工艺技术、轧钢工艺技术、化学
工程、机动技术

24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新能科技
有限公司

输电与电力电子技术、配电技术、信
息技术、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工程技
经技术、人才开发与培训、员工管理、
招投标管理、物资计划管理、物资采
购管理

20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齐 语文教学、数学教学、英语教学、汽
河县技工学校）
车教学、餐旅教学、电商教学

13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度运营专员、百度营销顾问、平面
设计、文案策划、软件开发工程师、
文秘、网建销售

41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施工管理、材料管理、园林管理、BIM
工程师、造价咨询、行政管理

122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冶金管理储备、设备管理储备、煤焦
化工艺管理、土建设计员

74

普兰设计工程(济南)有限公
司

软装设计师、设计师-施工图方向、
设计师-效果图方向、设计师助理、
商务市场销售

45

山东军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造师、招投标员、资料员、资质维
护人员

40

3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济南）有限公司

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仓管员
研发经理、研发工程师、研发助理、
管理培训生、业务经理、生产储备干
部
消防监控岗、环境管理岗、顾客服务
管理岗、商管员、数据分析岗、营运
管理岗、租务统筹岗、媒体管理岗、
活动策划岗、会员管理岗、大客户岗、
基础架构岗
会计、机械工程师、体系管理员、采
购专员、国际部贸易专员、销售专员、
仓库管理员、电梯维保人员、电梯调
试人员、前台接待、铣床/车床/钻床
工、叉车工、钣金电焊工、车间辅助
工

亚联（山东）铁路设计咨询院 施工员、市场开发经理、电力设计、
有限公司
通信设计、信号设计

25

32

37

44

58

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营销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行政助理、
电气工程师、.NET 软件开发

34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

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环境工程
师、销售

43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经理、质量总监、质量主
管/质管员、投标专员、投融资经理、
安全总监、培训讲师/人资主管、QC、
工法工程师、经营部经理、经营部科
员/市场专员、安全总监、安全主管/
安全员、栋号长、技术负责人、施工
员、技术员、预算员

37

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销售工程师、产品
工程师、数控机床操作

38

鲁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监理工程师资料员、工
程部助理、办公室文员、造价员、市
场部专员

34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

外贸销售代表、文秘、技术/工艺/
管理

30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国际贸易、技术员、总经理助理、平
面设计、文案策划、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环保人员

26

4

山东耀华玻璃有限公司

国内外销售员、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美工及视频制作人员、品质管理员

56

山东新升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研发工程师、技术员、引晶工程师、
职业经理人、信息工程师

37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咨询规划、机电研发工程师、项
目管理、人工智能研发类、营销管理

75

济南赛英立德电子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销售助理、销售内勤、技
术支持、生产技术员、研发助理（资
料员和工艺员）、JAVA 开发、采购、
硬件开发工程师

70

济阳济北口腔医院

口腔业务院长、口腔医生、康复医生、
人力资源、体检科主任、外联部主任、
外联专员

20

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责任公
司

行政文员、酒体设计员、人力资源专
员、财务会计、销售代表

33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JAVA 开发、厨师、司
机、执业中药师、设计专员、营业员

106

鲁森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师、调试工程师、运营工程
师、实习会计、销售经理、企管部人
员、行政助理兼内勤

26

山东昱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投标专员、总经理助理、采购专员、
施工现场技术员、行政专员、电气工
程师
销售、培训推广师、研究院研究员、
市场活动专员、财务专员、人力资源
专员、烘焙师/学徒、西点师/学徒
5

17

137

北京汇达译通翻译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

翻译

50

山东华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助理、化验分析、技术管理、设
备管理、安全环保

33

山东天昱建筑公司工程有限
公司

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预算员

8

山东联冠家具有限公司

实习销售、销售经理、市场专员、行
政人事、设计助理、商务运营助理

19

济南麦迪格眼科医院

英语翻译秘书、电话销售、审计员、
园艺师、审计部副经理、财务经理、
护士、护士长、竞价专员、业务院长、
生产工人

13

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技术工程师、质检工程师、生产计划
员、设备管理员、外贸专员、财务会
计、IT 工程师、人力资源管理师、
管培生、机加工工程师

157

销售总监、销售团队经理、电话销售、
山东悦享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家电清洁师、健康保洁师、兼职保洁
师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 销售经理、策划师、维修工、电工、
限公司
保安、会计
济南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公 管培生、跟班质检员、关键岗位操作、
司
工段长

53
21
34

济南联工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外贸客户经理/外
贸专员、销售内勤/办公文员、电气
技术工程师、接线电工、车间主任、
售后工程师

45

青岛传承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

营运专员（督导）、培训专员、货品
专员、陈列培训、运动顾问、店经理

28

山东万里红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研发经理、Java 软件工程师、C++软
件工程师、嵌入式研发工程师、机械
设计、工艺技术员、质量管理员、质
检员、产品经理、销售经理（顾问）、
销售人员、平面设计师

41

山东博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技术员、电气设计师、给排水设
计师、暖通设计师、装饰设计师、造
价工程师、人事专员、采购专员

19

6

山东高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

IC 设计验证工程师、软件研发工程
师、FPGA 应用开发、工程师、集成
电路混合信号设计工程师、Memory
内存电路设计工程师、IP 软核开发、
工程师、嵌入式软件研发、工程师

35

济南天健联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学科助教、空间设计、投标专员、安
卓工程师、系统集成工程师、摄影摄
像、后期制作、文案、新媒体策划

28

济南中创工业测试系统有限
公司

销售助理、销售工程师/业务员、国
际贸易/外贸业务员、机械设计、机
械装配工、财务出纳

15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资源开发经理（采购）、外贸业务员、
内贸业务员、文案策划、SEM 竞价、
售后经理、人事专员、机械设计师

17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
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Java 开发、平面设计、
印刷工程师、电商客服

26

山东百脉泉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业务员、办公室文员、科研员、
质检员、导游

67

山东艾诺仪器有限公司

硬件开发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
产品工程师、结构工程师、PCB 工程
师、项目管理员、销售工程师、技术
支持工程师、工艺工程师、采购工程
师、测试工程师

70

山东艾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试剂研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试剂
生产、仪器生产、采购、商务、注册

49

济南德欧国际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留学顾问、市场专员、德语教师、出
纳

14

济南恩迪精密数控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机械装配工程师、电气
装配工程师、售后服务工程师、国际
贸易销售工程师、国际贸易技术工程
师

23

山东圣梵尼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营销总监助理、设计师助理、财务专
员、人事专员、商品专员、物流专员、
文案专员、行政专员

10

济南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

面包师、蛋糕师、薪资专员

21

山东万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销售代表、配件专员、汽修辅工、销
售前台、维修技师

42

7

研发实验员、产品经理、车间技术员、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
EHS 专员、设备管理员、药品检验员、
限公司
网络运维

19

山东载信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规划员人事专员、人事专员、装
配工、信息员

49

济南裕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中控工、锅炉工、仪表工、电工、
维修工、火车司机、财务会计

36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机械设计人员、运行管理
人员、施工管理人员、设计人员、建
筑设计师

55

济南乐博乐博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课程顾问、机器人教师

30

山东逸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业务、财务会计、行政内勤

19

济南城通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会计、行政专员、商务专
员、法务专员、策划专员、常务副总、
车间主任、生产副总、工厂厂长、技
术员

34

济南轻骑标致摩托车有限公
司
济南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研发工程师、会计、天猫
运营、招聘专员
销售业务员、品质管理、生产管理、
原料采购员
生产工艺工程师、管培生、质量检验
员、质量保证专员、制剂研究员、工
艺研究员

9
25
50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助理、试剂研发、电子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质检工程师、销售工程
师、采购专员、机加工技术员、售后
工程师、商务助理、会计

49

济南泽业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电气
工程师、采购专员、销售助理、数控
操作工学徒工等

68

山东东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金宇公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山东云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山东科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车间工人、氩弧焊学徒
工、办公文员、售后工程师、水电安
装工
人力资源、管理岗、技术员、技术管
理岗、驾驶员

13
14

销售代表、财税顾问、会计实习生

10

客服内勤、销售经理、行政司机、仓
管、物流内勤、设备维修

29

8

济南积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人事行政专员、市场助理、储备经理、
销售客服

27

山东禾言己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招商主管、招商专员、文案策划、行
政前台、店长、店长助理、储备干部、
服务员、面点师

64

山东金富华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售后前台服务顾问、配件专员、钣金、
喷漆、维修技师、销售顾问、大客户、
PDI、前台客服

9

济南市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

引导咨询员、网站编辑、检测分析人
员、现场采样人员、人力资源、电子
商务、网站运维、驾驶员

49

济南金诺公路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公路工程监理、市政工程监理、项目
代建管理、试验检测

45

济南超意兴餐饮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平面设计、外卖运营、食
品检测、人资专员、技术支持

15

济南高新北海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办公室人员、综合柜员、客户经理、
科技人员

16

山东景阳智能机器人有限公
司

电气工程师(助理）、售后人员、机
械设计、装配电工、销售经理

14

济南润易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物业管理、销售、党务行政、
法务、造纸技术人员

31

山东高力仕达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招商总监、招商经理、营运总监、营
运经理、安装工程师

6

山东扬德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方向、国际市场销售方向、
国内市场销售方向、研发工程师方
向、供应链管理方向

56

济南同天投资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新媒体运营、企业服务
专员、项目申报专员、总经理助理、
销售代表

24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营业部

市场开发

6

山东中惠泽石油有限公司

财务、站内财务、收银员、加油员

39

济南新企鹅制冷设备有限公
司

销售经理、装配技工

15

山东大齐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销售经理、
售后工程师、调测技术员、办公文员

17

9

山东意汇实业有限公司

专职司机、财务会计、平面设计、网
络推广管、营销、签证

8

山东有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Android 系统工程师、嵌入式 linux
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嵌入式
硬件工程师、嵌入式测试工程师、自
动化测试工具开发工程师、射频工程
师、java 开发工程师、前端开发工
程师、PHP 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
程师、技术型管培生、采购工程师、
质量工程师、生产管理储备干部、工
艺工程师

105

济南泰鸿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质检员、机器人操作员、包装工、点
焊工（悬挂焊）、临时工

26

山东膜丽东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人员、研发人员、管理培训生

10

济南恒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意通翻译咨询有限公司

美术教师、机器人教师、储备教师、
市场人员
专职司机、财务会计、雅思老师、留
学移民顾问

15
8

山东环球雅思出国留学服务
有限公司

专职司机、财务会计、课程顾问、雅
思老师、留学移民顾问

11

济南华临化工有限公司

新产品研发技术员、工艺技术员、化
工机械、机电类、安全、环保管理类、
财务、会计类

14

济南龅牙兔教育服务有限公
司

课程顾问、幼教老师、储备干部、咨
询主管、教学主管、校长

40

山东福生佳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Java 开发、web 前端、软件测试、市
场方案策划、销售经理、网络运维

21

三千茶农茶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前台、营业员、电话客服、销售经理、
客户经理、区域经理、谈判经理

27

山东稻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主管、行政专员、客服专员、
文员、质检员、储备店长、营业员、
餐饮店长、前厅经理、餐饮收银员、
迎宾

25

山东温声玻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经理、外贸销售、出纳、采购

14

10

山东莱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财务主管、销售员、研发
工程师、生产工艺员

14

山东薛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收银员、合伙人、导购、会计

16

广州浩华房地产咨询有限公
司济南分公司
济南华明博特智能机器人有
限公司

销冠生、置业顾问、实习策划、管培
生、行政助理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
械工程师
销售经理、销售助理、安装调试、售
后服务、生产技工

山东翔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0
15
140

山东郓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人员、结构工程人员、暖通、
给排水工程人员、环境工程人员、热
动工程人员、电气工程人员

20

济南三星灯饰有限公司

业务精英、效果图设计师、技术支持
工程师、车间操作工、电焊工

79

山东海丽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销售、操作工、销售内勤、质检、
技术研发、行政

51

山东省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施工管理技术员

80

山东舜鑫建筑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

质检员

20

山东华顺天成经贸有限公司

配件采购、外贸业务员、仓库理货员

10

山东雅利安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财务、客服文员、仓库管理、策划

12

济南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销售内勤、安装造价师、景观工程师、
精装工程师、收银、置业顾问、安装
造价、财务管培、工程管培、营销管
培、物业客服、物业保安、物业保洁

29

山东雅元集团有限公司

搭配师、店长、工程助理

17

济南昊中自动化有限公司

电气设计师、机械工程师、质量工程
师、电工、钳工

21

山东金驰霸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客服专员、客服主管、网络推广

9

广州市永信药业有限公司

OTC 销售经理、OTC 销售专员

33

济南乐融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庭保姆、社区护工、育婴师

10

济南德盛压缩机设备有限公
司
济南新天地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

压缩机工程师、维修电工、市场推广、
出纳
课题研究员、人事招聘专员、人事助
理、财务助理
11

11
10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辽宁齐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运营中心

银行保险管理培训生、法律与合规

5

网站运维、网页美工、市场推广、项
目讲师

13

济南隆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机器人服务工程师

20

西安领军教育培训中心

小初高教师、图书编辑、文案策划、
班主任、市场专员、人力专员、行政
后勤

88

济南西扬进出口有限公司

外贸专员

70

客户经理、总裁助理

21

总经理秘书、管理专员、人资专员

3

中铁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财务专员、行政专员、工
程专员、市场专员

15

山东德兴堂阿胶制品有限公
司

销售、电商运营、招商经理、新零售
经理、网络主播、销售总监、食品工
程、培训讲师、会计、策划、法务、
艺术设计、人事行政专员、安装工程
师（平阴）

29

济南蓝海洋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财务主管、电气技术员、机械设计人
员、销售人员、外贸专员

9

山东孙子兵法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吉的堡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行政文员、平面设计、活动策划、市
场总监、市场营销

17

英语老师、课程顾问、教学主管

12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经理、人事主管、推广经理、渠
道经理、运营督导、区域经理、区域
主管

30

济南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人力资源、资本运营、文秘岗位

3

山东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

质检员、应用测试员、人事主管、市
场经理、销售经理、工艺工程师

11

山东泰夏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区域销售代表、销售
内勤、财务会计、物流司机、汽车美
容工、汽修工

20

济南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纳、机械设计师、软件工程师、售
后工程师、前台人员、外贸专员

13

济南基体空间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

学员岗位、会籍顾问、健身教练、篮
球教练、前台

41

普华汇金（山东）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济南市英雄山人防工程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2

济南百思特捷迅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银行分期专员、客服专员

30

山东鲁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外贸人员、电话网络销售、
水处理技术储备人员、水处理技术工
程师、技术方案制作、技术化验员、
竞价专员、招投标专员

55

山东鹊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督导、销售、客服

40

山东融托网络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新媒体运营、商城运营专员、用户维
护（非销售岗）、人事专员

7

济南三勤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设备调试员、机械设计、
销售人员、文员

27

山东众安信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保险调查员、行政文员

25

济南融霄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生产经理、会计、市场营销、
仓库文员、技术员

19

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体验顾问、产品经理、培训师、私教

28

山东德艾普节能材料有限公
司

外贸业务员、内贸业务员、文员、保
管员、操作工、后勤辅助

23

济南思诺凯特进出口有限公
司

外贸跟单员、总经理助理、验货 QC、
仓库管理员
区域业务、销售经理、项目经理、销
售人员

山东久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贝妮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工、仓库管理人员、生产管
理人员、电脑管理人员、销售内勤、
行政管理人员、销售人员

果然心里咨询（山东）有限公 情感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客服、法
司
务、售后服务
培训顾问、大客户渠道销售、教学管
北京影响力企业管理有限公
理、行政专员、咨询顾问师、储备干
司山东分公司
部

7
6

37

21
28

山东泰莱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计人员、变压器设计人员、高
低压开关柜质检人员、变压器质检人
员、销售、售后人员、操作工

55

济南邦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银行坐席、高中数学教师、高中政治
教师

36

济南真诺机械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外贸
业务员、装配工、会计

22

13

山东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天桥分公司

特勤队员、趵突泉巡逻员、济南站广
场巡逻员、火车站站台引导巡查员、
企事业单位保安、高铁站安检员

200

山东韵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邀约客服

45

济南齐鲁化纤集团

行政助理和技术助理、政工助理、市
场管理

29

青岛福寿康宁健康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销售主管

10

山东南海气囊工程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研发助理（专员）、工
艺技术员、外贸经理、外贸专员

26

暖通设计、电气自动化设计师、销售
代表、空调安装

30

移动电话客服、ETC 电话客服

400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燃气锅炉工、制水、QC 取样、QC 洗
瓶、车间操作工工、高压电工、低压
电工、焊工、安全工程师、环保工程
师、安全管理、销售代表

88

济南齐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师、售后服务、销售经理、
电话销售、技术支持

14

山东中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工程项目专员

12

东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办公室文员、招投标专员、
会计、出纳、仓管管理员、技术工程
师助理、生产统计员 、质检员、实
验室试验员

16

山东奥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钢琴老师、古筝老师、架子鼓老师、
吉他老师、课程顾问、财务经理、区
域经理、人力资源专员

41

山东宇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android 开发
工程师、
JAVA 软件开发工程、asp.net
软件开发

40

济南艾尔米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幼儿体能教师、幼儿篮球教师

10

山东科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编程工程师、
销售员、会计、出纳、仓管员、氩焊
工

23

山东一指通机电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东营市航贝格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