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科技大学2018届毕业生4月18日就业洽谈会参会企业名录（上午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提供岗位 需求专业

1 天津众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java、实施技术、支持、售前内勤 计算机

2 联合诺华（天津）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JAVA开发工程师
、生产助理、项目申报文字编辑、新

计算机、财务

3 天津君邦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销售技术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程、销售、自控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

4 天津傲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媒体编辑、客户专员、实习生 计算机、管理类

5 君智力合（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案策划、摄像师、后期制作 计算机、管理类

6 天津中新华兴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计算机、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7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设计师、硬件设计师、视频处理
算法研发、嵌入式开发、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通信、自动化、控制
理论与控制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8 爱笔（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标注员 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

9 天津翼网科技有限公司 电信营业员 计算机、通信、信息工程

10 北京威努特技术有限公司
售前咨询工程师、Linux C、C++研发
工程师、Java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通信、信息工程、网络安全
等相关专业

11 北京汉唐自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管培生（售前、实施、售
后）

计算机、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
网等相关专业

12 今日幸福（天津）移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游戏3D模型设计师、游戏3D动作设计
师、动画3D设计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天津国际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工程师、国贸业务经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财务
管理

14 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储备管理岗位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类、食品工程
与生物技术类、经济与管理类、法政

15 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设计工程师、JAVA开发工程师、
嵌入式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类

16 天津掌商先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实施工程师、售后技术
支持、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通信等相关

17 天津开发区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运维工程师、文员实习生 计算机相关

18 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资产管理 计算机相关专业

19 天津市网络技术研究所
Java软件工程师、Android、IOS工程
师、Hadoop应用工程师、网络安全工

计算机相关专业

20 天津津云首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务专员、软件工程师、销售助理、
客户代表、人事专员、硬件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21 天津睿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软件开发工程师、移动开发工程师
、驻场维护工程师、Web前端开发工

计算机相关专业

22 安图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运维工程师、售前助理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23 天津中润易达物流有限公司
数据分析管培生、运输部管培生、IT
部实习生、管理部实习生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管理
学相关专业

24 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代表、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工程安装工程师、Android开发工程
师、PHP开发工程师

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

25 天津智导科技有限公司
线路设计、智能化集成管培生、工程
员、市场管培生、商务助理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
工程、物联网工程、行政管理类专业

26 天津信淯财务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出纳、电话销售、实习生（会计） 财务管理

27 天津东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会计岗（实习生） 财务管理

28 天津百联硕办公文具有限公司
销售业务、电商专员、人事专员、财
务人员、文员

财务管理电子商务、设计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

29 天津亨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品控、网络销售、设计、车间
技术人员等

产品设计、食品质量与安全、印刷工
程、物流管理、英语（英日双语）、



30 伺玛特（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自
动化

31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调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销售工程
师、商务助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计算机
、软件工程、电力系统等专业

32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计工程师、电气调试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生产计划采购助理、行

电气及自动化、机械、工业工程相关
专业

33 天津中节能智能玻显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员、核算员、仓库管理员、
售后服务、结构工程师、视频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财务、物流、美术、动
画制作、艺术设计、新媒体设计、市

34 天津市圣鑫泰钢丝绳索具制造有限公司
业务销售、网络销售客服、国际贸易
、机械维护

电子商务国际贸易、英语机械、自动
化

35 天津市兆瑞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现场服务工程师、C++
程序员、电子工程师、总经理助理、

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应用、图
形、图像识别等电子类专业

36 天津开发区振泰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人工程师、网络工程师、渠道销
售业务人员、弱电工程项目经理、弱

机电、自动化、楼宇智能化、计算机
、工程造价、档案管理、工民建相关

37 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机械、产品设计、汽车服务工程、结
构设计等相关专业

38 诺威尔（天津）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助理、行政、销售助理、采购工
程师、综合计划员

机械、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销售类
、工科类

39 天津渤天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生产管理、统计、质量
文员、数控车工

机械工程、管理类相关专业

40 天津云帆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安装技术员、售后工程
师、机械设计师

机械或生物工程类专业

41 天津光电新亚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x-ray 测试技术员、crose section
实验技术员、三坐标测量技术员、数

机械类

42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品质工程师、模具工程师、IE工程师
、出纳、机械设计、电气自动化工程

机械类、材料成型及控制模具、工业
工程、财务、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43 天津卫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人员、销售人员、细胞检验
员、细胞争产技术人员、设备工程师

动物细胞培养、细胞检测相关或生物
材料及相关；生物、医学、机械、电

4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天津）海上风电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研发工程师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土木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程造价、项目

45 天津黎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销售 高分子、化工

46 天津市三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营销人员、财务人员、外贸跟单员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7 高特威尔检测仪器（青岛）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自动化、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48 天津普乐利思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设计师、平面设计师 工科专业、日语专业

49 天津中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项目代表、内勤专员、出纳、职能管
理、物流储备干部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会计、财务、
物流等专业

50 天津海信意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招商助理、运营助理 管理类相关专业

51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大客户业务员、乘用车业务员、广宣
专员、网约车平台运营专员、资产调

广告、设计、法律相关专业

52 天津益明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海运操作、海运客服、海运销售、陆
运客服

国际贸易、物流、英语、交通运输、
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53 天津泰和盛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专员、报关报检员、财务专
员、业务经理、软件开发

国际贸易、物流管理、会计、计算机
相关专业

54 卡本复合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复材研发工程师、化工研发工程师、
机械研发工程师、产品应用工程师

化工、机械、电气

55 欧铭庄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设备助理工程师、工艺工程师
化工工程与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相关专业、仪器仪表相关专业

56 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化工出口担当、化工销售担当 化工相关

57 盛世致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化学、材料、机械相关专业

58 天津渤化澳佳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工程师、安全管理工程师、设备
管理工程师、商务贸易专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安全工程、国际贸
易、商务管理、过程装备与控制

59 天津海源汇科技有限公司
分析检验员、研发工程师、项目申报
专员、销售代表

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

60 天津诚信环球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实习生、技术工程师、销售工程
师、

环境工程、给排水、化工等理工类专
业



61 天津唐大环境保护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
司

环保技术人员 环境科学

62 天津神州浩天科技有限公司
国税纳税咨询专员、实施工程师、技
术服务专员、外勤会计

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财政学
、税收学、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63 天津微瀚科技有限公司
讲师、财务人员、系统运维人员、互
联网推广人员、店长、市场渠道拓展

会计学、金融学计算机、互联网、物
联网、电子商务、营销等相关专业

64 天津市禾厘油气技术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工艺工程师、电仪工程
师、暖通工程师、给排水工程师

建筑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海岸与
海洋工程、环境工程、化工工艺机电

65 天津华利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员、经营商务、外贸业务员 理工科、经济类、英语类

66 天津市嘉德纳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美术教师、课程顾问 美术相关专业

67 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专员、财务实习生、出纳、
工艺员、质检员、化工工艺设计师、

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会计、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机械制造、机械自动

68 天津华奕天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猎头顾问
人力资源、金融、工商管理等相关专
业

69 上海仲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esearcher猎头顾问助理、猎头寻访

员

软件工程、材料化学、网络工程、制
药工程、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公共
艺术、食品科学与工程

70 汇润中天（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卓开发程序员、PHP开发程序员、
插画设计师、新媒体运营、文案、行
政、客服等。

设计、插画动漫、计算机、电子等专
业

71 天津嘉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游戏UI、游戏动画、游戏原画 设计、插画动漫、计算机等专业

72 天津德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 内贸专员 产品助理 销售助理 销
售工程师 产品经理

生物、化学、食品、畜牧、材料等相
关专业

73 天津喜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人员、试剂研发工程师、
试剂研发助理、软件研发工程师、学
术推广代表、技术服务工程师、质量
工程师

生物、医药、计算机、电信、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人力资源、劳动经
济、心理学、管理学、新闻艺术、广
告策划等相关专业

74 天津德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储备干部、财务人员、
人事专员

生物工程、食品安全、人力资源、财
务管理

75 天津市中科诺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分子技术员、结晶技术员、纯化技术
员、菌种技术员、制剂研究员、技术
操作工、市场专员、设计、对外贸易

生物类、化工类、艺术类、对外贸易
等相关专业

76 天津乐寿科技有限公司
央视广告VIP售后客服、央视广告接
听客服、IT运维专员、销售助理、招
聘专员

食品工程、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工程、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经管
、法政类专业

77 天津市东南恒生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QC实验员、QA检验员
微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技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78 天津市津冠润滑脂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工艺技术、检验、销售 生物、化工、食品

79 天津市网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数据员、制单员、关务专员、文员、
储备干部

物流、国际贸易专业

80 意赛德（天津）自动化仪器有限公司 销售商务助理、仪表销售工程师 仪表类、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等相
关专业81 荣麟世佳（北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艺术设计、储备店长、家具设计 艺术设计、木材料与工程

82 天津瑞美富晨科技有限公司 亚马逊网络运营 英语相关

83 天津优阳聚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英语教师、课程顾问、全职音乐主管
、市场主管、教务老师

英语相关音乐美术相关相关专业

84 天津汇智创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课程顾问、机器人教师、行政内勤 营销、管理类、师范、计算机等专业

85 北京博农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精英、品控助理、办公室文员
应用化学及化学相关  动物科学  市场
营销  会计等

86 北京金冠方舟纸业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业务员 造纸、印刷、包装等相关专业

87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空港经
济区分公司

质量专职QC、质量专职QA、生产技术
人员及储备干部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等化学工程与工
艺、发酵工程

88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代表 制药工程、营销、化工等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