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届校园招聘简章 
一、企业简介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是一家从事医药创新和高品质药品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创新型医药集团，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佳的

健康解决方案和优质可负担的医药资源，是国内知名的肝病、

抗肿瘤药物研发和生产基地，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火炬计划连云港新医药产业基地重点骨干企业，位列 2019年度

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第 16位，为 2020年中国医药研发产

品线最佳工业企业（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评选发布）。 

正大天晴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国

内创新药物研究投入较多的药企之一。正大天晴以研究院为创

新载体，“江苏省新型肝病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抗病毒靶

向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等高层次研发平台相继建立，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研发能力的提升，正大天晴的年研发投

入占销售收入的 10-12%。目前，公司在研项目 250多项，其中

创新药 70多项，生物药 30多项，拥有有效国内发明专利 400

多项，有效海外发明专利 100多项，形成了“上市一代,储备一

代,研发一代”的良性格局。 



正大天晴在连云港建有三个生产基地。制剂基地获得全国首

张新版 GMP证书，多条生产线通过欧盟 cGMP、美国 FDA认证。这

些证书的取得标志着企业药品生产质量和管理水平走在了全国

医药行业前列。 

正大天晴以向社会提供创新和高品质产品为初心，形成抗肿

瘤、肝病、呼吸、感染、内分泌和心脑血管 6大产品集群，20多

个年销售过亿元的产品形成“亿元产品群”。除肝病领域外，在

抗肿瘤领域，形成以一类新药安罗替尼（福可维）为代表的领先

的抗癌创新药产品线。血液肿瘤领域产品线丰富，地西他滨（首

仿）、伊马替尼（首仿）、达沙替尼（首仿）、硼替佐米、来那

度胺等已上市，实体瘤产品阿比特龙、吉非替尼等已上市；呼吸、

抗生素等领域也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生物药方面，拥有较

完善的生物药技术平台，产品线布局丰富，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阿达木单抗注射液、注射用曲妥珠单抗进入

三期临床研究。 

未来发展中，正大天晴将继续保持肝健康领域的龙头地位，

以乙肝治愈为目标，为 2030 年全球清除病毒性肝炎威胁贡献力

量；重点打造肿瘤、呼吸等领域创新产品线，推动企业从“肝病

为主”向“两核多强”转变，从化学药向“化学药与生物药并举”

转变，从“创仿结合”向“创新主导”转变，从“聚焦国内”向

“国内外协调发展”转变，同时创新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带动



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和营销模式的转型升级，向创新型、国际化

的医药集团稳步迈进。 

 

 

 

 

 

二、需求岗位 

2021 届校招岗位 

系统

划分 
岗位 

招聘

人数 
学历 专业 工作地 

销售

系统 

学术专员 50 本科 医学、药学、生物相关 全国各地 

区域产品专员 10 硕士 医学、药学、生物相关 全国各地 

患教专员 5 本科 医药相关专业 全国各地 



商业

系统 

商业代表 50 本科 专业不限（医药、财务、计算机专业优先） 全国各地 

连锁 KA 代表 10 本科 专业不限（医药、财务、计算机专业优先） 全国各地 

品牌专员 4 本科/硕士 医药相关专业 南京 

电商专员 10 本科 电子商务、广告、新媒体、新闻、播音主持 南京 

职能

系统 

政策事务岗 1 硕士 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 

投标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 

科技项目助理 2 本科及以上 医药、生物、化工相关 南京/连云港 

知识产权顾问 4 硕士 化学、药化、药学、生物相关 南京 

行政接待专员 2 大专及以上 药学、中文或播音主持等相关专业 南京 

文秘 1 本科 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字类相关专业 南京 

质量

系统 

实验助理 4 大专 生物、化学、药学及实验动物相关专业 连云港 

分析工程师（QC） 31 本科 药学、化学、环境监测、生物等相关专业 连云港 

微生物检验员 1 

大专及以上

学历 

药学及相关专业 连云港 

验证工程师 2 本科 药学相关 连云港 

现场 QA 3 本科 药学相关 连云港 

QC 检验员 12 大专 化学、药学、生物相关专业 南京 

生产

系统 

工艺工程师 3 本科/硕士 药剂学、药物分析或者药学 连云港 

药品生产技术员 140 大专 生物、药学及机电、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制剂工艺员 10 本科 生物及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细胞培养工程师 20 本科 生物及药学相关 南京 

分离纯化工程师 20 本科 生物及药学相关 南京 

设备维修工程师 8 本科 机电、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 南京/连云港 

机电工程技术员 10 大专 机电、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 南京/连云港 

仪表技术员 2 大专 自动化专业、测控相关专业 南京 

研发

系统 

国际注册专员 1 硕士 药学相关 南京/连云港 

非临床 PM 1 硕士 药理学、生物学 南京 

项目调研员 2 硕士/博士 药学、制剂、药理、生物等相关专业 南京 

影像数据管理员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南京 

合成研究员 21 本科及以上 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分析研究员 6 本科/硕士 生物、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药物设计研究员 2 博士 化学、计算化学、药物设计等相关专业 南京 

生物药研究员 13 本科及以上 药理学、药物分析、生物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生物药研究员助手 1 大专 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工等相关专业 连云港 

筛选评价研究员 11 本科及以上 药理学、药学、生物、医学等相关专业 南京 

研发安全管理员 1 本科及以上 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 南京 

制剂研究员 9 硕士/博士 药物制剂 南京/连云港 

医学经理-影像 1 硕士 医学影像学相关专业 南京 

药代动力经理 1 博士 药代动力相关专业，生物大分子方向 南京 

临床数据管理员 2 本科及以上 医药卫生相关专业 南京 



生物统计师 1 硕士 本硕均生物统计专业 南京 

临床监查员 25 本科及以上 医药相关专业 全国多地 

临床稽查员 2 硕士 医药相关专业 南京 

 

三、投递渠道 

 

官方微信：正大天晴招聘或 cttqcareers（首选） 

企业官网：http://www.cttq.com  

正大天晴招聘主页：http://cttq.zhiye.com/ 

招聘 HR：齐经理 17796926281 

邮箱：BOWEN.QI@CTTQ.COM 

 

http://cttq.zhiy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