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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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提供岗位 需求专业

1 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
QA、QC、工艺员、设备管理、人力

资源专员、党务干事、财务专员等
制药、药学相关专业、财务、人力、

设备类相关

2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学术专员、项目管理、质检、销售、

平面设计
医药、化工、生物、管理、营销、工

业设计

3 天津狗不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检验员、原辅料验收员、在线品

质监控员、人资专员
食品、人力资源相关

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主管 发酵工程、生物工程、微生物等

5 秦皇岛华恒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化验员、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操作人
员、安全专员、环保专员、中控检测

生物、化学、环境、食品、制药、微
生物、发酵、海洋技术、工业工程、

机电

6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
公司

QC、合成助理研究员 生物医药、化学、应用化学、化学与
工艺

7 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或技术支持 生物及食品相关

8 奥维森基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实验技术工程师、生物信息分析工程
师、实验技术员、市场专员、文案与

生物相关、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数
学、物理等

9 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实验员、基因测序数据分析
师、测序技术支持、产品技术支持

生物、农学、化工、动物科学

10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质检员、运营专员、研
发技术员、智能制造、数据管理员

生物、食品、化工、计算机

11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研发、技术员、化验员
生物工程、微生物发酵工程、生物化

工、化学工程、药物分析

12 北京博迈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实验员、测序文员、细胞培养

、研发助理
分子生物、生物技术、食品药品

13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生产技术人员、研发技术人员、研发

工程师、质量管理、检测人员
生物学及药学相关专业

14 天津绿洲蓝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人员、检测员、环
境检测报告编制人员、环评工程师

环境工程、化学相关专业

15 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剂技术工程师 试剂研发工程师 质检

员 注册专员 技术支持工程师
生物相关专业

16 天津伊利康业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人力专员、质检员 生物相关、食品相关

17 博帅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化验员、食品研发工程师、销售、内

勤
食品、生物、化工、市场营销、工商

管理

18 橙意家人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售后工程师、医疗数据分析师、研发
工程师、电子工程师、人资助理、行

政助理

生物、计算机、电子信息、市场营销
等专业

19 迪欧爱普（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师、仪器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会计、销售经理、行政人员
食品、化工、计算机、工商管理

20 天津顶彩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保全维修、原物料开发

、人力资源。
印刷、包装类、食品类、化工类、管

理类。
21 北京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研究员 生物工程、生物医药

22 中证检测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实验技术岗、实验助理岗及食品抽样

岗
食品工程、化学、生物

23 北京永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细胞培养工艺员、实验员、QA、QC

、注册申报专员
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药学

、有机合成、微生物学

24 天津海景科技有限公司
java、.net、gis开发工程师、销售经理

、运营、安卓
海洋技术、海洋科学、计算机类

25 烟台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详见招聘简章 生物制药相关

26 天津坤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员 检验员 车间技术员
发酵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食品科学

与工程

27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  营销管培生   行政文员  人

事专员   储备店长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金融类
28 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技术工程师 生物或医学
29 北京柏雅联合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分析实验员、分析研究员 制药工程

30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分子生物学技术员、细胞培养员工艺
研发技术员、蛋白纯化技术员、QC 生物相关专业、化学工艺

31 药研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临床研究协调员
（CRC）、技术项目评估助理

生物技术、药学、计算机、制药工程
、食品



32 天津悦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质检员、平面设计、市

场专员、信息录入员
生物工程、生物化学、食品质量与安

全、
33 河北地邦动物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质检、研发 制药工程

34 美可高特羊乳有限公司 实验室化验员、品控员、研发专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乳品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35 北京六合宁远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合成助理研究员 化学相关

36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检测、国际销售、财务、审计

、电子商务
生物工程、国际贸易、金融、英语、
财务、食品科学、生物技术、化工类

37 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实验员、生产技术岗、质量系统

岗（QA、QC）、总部职能岗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科学、制

药工程、化学

38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实验室工程师、产品经理、销售

经理、生物信息分析工程师
生物相关

39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QA工程师、生产技术职

、销售代表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化学工程与

工艺

40 天津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设备人员、化验员、品控员、车间主

任、质管组长、库管员
食品类、机械类、理工类

41 天津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医学服务外包项目经理、市场开
拓人员、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

人员

生物学、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42 江苏衡谱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岗 食品 生物
43 中绿能汉郁（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商务专员、业务经理 生物、化工、食品、设计
44 天津市汉康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类 药学、生物学相关

45 天津冠勤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监察员、医学写作、市场技术支
持、注册专员、市场部专员、QA 医学、药学

46 天津普瑞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试剂销售工程师 生物技术、化工

47 天津迈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员 食品、生物技术、化学

48 康荍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销售专员、外贸专员 食品或者生物工程专业
49 北京华大蛋白质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实验技术员、技术服务销售工程师 生物专业

50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支持、生产技术员、技术助理、

注册专员
生物工程、临床、医学、药学、制药

、检验

51 天津昶海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师、外出检测员、实验室检

测员、办公文员
环境工程、化工及相关专业

52 长兴化学（天津）有限公司 制程工程师、研究员 化工、高分子等

53 青岛众凯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工程师、调香师、研发工程

师
化学、生物工程

54 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艺研发工程师、质量控制工程师 化学工程与工艺

55 天津斯多福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胶粘剂技术支持、研发工程师、胶粘
剂销售工程师、无损探伤销售工程师

有化学工程、分析科学、化学、高分
子化学、材料科学、有机化学、无机

化学

56 LG化学（天津）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开发担当、采购担当、生产管理担当

、生产技术担当、电气工程师
化工相关专业、高分子相关专业、电
气相关专业、管理、贸易相关专业。

57 天津海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配方工程师、质量工程师、试验工程

师、模具工程师、装车工程师
高分子、材料、橡胶、化工类

58 天津卡普希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化学化工类、生物工程类

59 河北龙成煤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后备干部
化工类、环境类、机械电气、经济类

、人力资源类相关专业

60 PPG涂料（天津)有限公司 品质化学师QC Chemist 化工、材料相关专业

61 中晶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化工、材料

62 中国商业联合会针棉织商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天津）

检验技术人员 化学、生物

63 北京迈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化学及生物相关专业
64 天津协承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相关类职员 化学相关
65 天津滨港电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化验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

66 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助理、实验技术员、化验技术

员、设备技术员、仪表技术员
化学类、制药工程、环境工程、机电

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7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工艺工程师、分析工程师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68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 化学、药学、食品、环境、生物
69 天津立白日化有限公司 检测、研发 化工类、检测类、机械及自动化
70 石家庄市油漆厂 技术工程师 化学化工类



71 河北乐恒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自控工程师 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72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浆造纸、电气、仪表、IT信息
制浆造纸、轻化工程、林产化工、化
学工程与工艺、机电类相关专业

7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管理培训生
轻化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等理工类专业

74 山东仁丰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质量工程师、机械工程
师、业务员、采购员人、电气工程师

制浆造纸、化工类、机电类、自动化
类、

75 保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岗、管理岗
制浆造纸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企业管理

76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类、设备类、环保水处理财
务、物流、采购、进出口、法务、人

资

轻化工程、化工、机电类、环境工程
、管理类、计算机类

77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机械、电气、财务
制浆造纸、印刷包装、机械、电气、

供应链相关、财务、工商管理

78 康博嘉信息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实施顾问、产品设计、测试工程师、
JAVA研发工程师、Pythn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类

79 天津市国瑞数码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

Java工程师、大数据研发工程师、解

决方案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类

80 微视新纪元（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图像

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类专业

81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

运营专员 计算机、信息技术或网络类专业

82 天津拓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设计师、软件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
83 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 Java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专业

84 佰邦达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前端开发、UI设计、安卓开发、编辑
计算机、艺术设计、新闻学、汉语言

文学
85 永正制衣（天津）有限公司 服装 服装设计与工程  艺术设计等
86 天津市中望龙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 艺术设计、家居设计
87 天津市健龙进出口有限公司 美工、业务 平面设计、英语

88 天津香雪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新媒体运营、助理编剧、

网络推广、摄影师兼美工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