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见习岗位汇总表

序号 所属区县 单位名称 单位简介 单位性质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联系人 投简历邮箱

1

巴南区

重庆梦菲代理记帐有限公司
梦菲集团是集财税管理、工商服务、税务筹划、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法律服务、会计培训等多元化服务为一体的集团企业 。

民营 会计助理 2
大专及以

上

1、申请票据，购买发票，准备和报送会计报表，协助
办理税务报表的申报；
2、现金及银行收付处理，制作记帐凭证，银行对帐，
单据审核，开具与保管发票；
3、协助财会文件的准备、归档和保管；
4、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登记和管理 ；
5、负责与银行、税务等部门的对外联络；
6、协助主管完成其他日常事务性工作。

吴青 wuqing@mfcaiwu.com

2 重庆诺维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跨境电商B2B,B2C在线交易，产品主要以户外运动 ，家居日
用，环保节能，科技创新类产品为主，与全国优质厂家合作，致力于向
国外推广中国的优势产品。在线交易平台覆盖亚马逊，速卖通，敦煌
网，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国外本土电商平台 ，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公司
还开展了国内和跨境电商直播等新媒体运营项目 ，公司坚持以团队，合
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跨境电商
直播/跨境电
商运营/外贸

业务员
5 本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商务英语/文艺 钱老师 3296715683@qq.com

3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宗申动力”）是宗申产业集团
的核心子公司。2003年公司通过资产重组，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证券代码：001696，是国内拥有大规模及品种齐全的专业化热动力
机械产品制造基地。
近年来，公司坚持“动力+”的战略定位，持续巩固提升摩托车发动机
和通用动力两大传统主业的优势地位 ，加快新能源、通用航空、高端零
部件三大平台业务的构建，持续推动公司从传统制造企业向 “数字化、
科技化、智能化”的动力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型升级。

民营

技术工程师 5
本科及以

上
机械设计及其 自动化、内燃机，大机械类专业

韩赟 hr@zsengine.comNVH工程师 3
研究生学
历以上

机械类专业，研究方向为噪音处理

放真分析工程
师

2
本科学历

以上
机械类专业，懂CAE分析

4

北碚区

重庆国贵赛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贵赛车科技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全球赛车性能研发与赛车文化推广
的综合机构，总部位于中国重庆。我公司拥有数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厂
房，多条的专业改装车高性能配件生产线 ，长期从事海外改装车产品性
能与文化的研究工作，拥有强大的自主产品研发与生产能力 、行业领先
的品质管理、国内领先的互联网营销能力、完善的物流及售后服务体系
。在全球改装车市场中，公司自有品牌MAXPEEDINGRODS为全球化高性能
改装车配件品牌，在欧美及东南亚拥有超过 400万赛车改装爱好者受众
人群，连续五年以上保持稳定高速增长。

民营 技术工程师 2 本科 机械、车辆工程相关专业

许盈莹
xuyingying@maxpeedingr

ods.cn
民营 设备工程师 1 本科 机械相关专业

民营 采购助理 1 本科 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相关专业



5

北碚区

重庆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简称创新中心）隶属于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是中国最早开展工业互联网研究和建设的实践者 ——中国航天
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公司 ，是工业大数据技术研究与产
业，尤其是制造业，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机构。创新中心作为重庆市政府
入资支撑的平台公司，依托航天科工集团在先进制造业 、大数据、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优势，联合本领域骨干企业和重庆市平台企
业，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为两个主要抓手，打造覆盖面全、技
术水平高、跨行业合作性强的产业链，使工业大数据成为促进新兴制造
业发展的源动力。
创新中心以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为学术带头人，依托工业大数
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业大数据创新联盟的科技资源 ，针
对行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大数据平台技术、数字孪生体技术、工业数
据精益分析方法、工具和系统以及工业大数据在制造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技术等面向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
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快国际化发展，定义制造业智能化国家标准，
赋能“一带一路”，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工业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为建
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
以海内外顶级专家为核心组成的航天科工梦之队 ，朝气蓬勃，砥砺前
行，已在基于工业大数据的关键共性技术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和行业前
沿创新技术等方面，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和产业实践。欢迎行业精英，年
轻才俊，抓住大数据向工业大数据演进的历史机遇 ，加盟创新中心，加
入梦之队，投身到工业大数据研究和实践洪流中 。

国企 助理研究员 3 本科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大数据、人
工智能、通信、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
2.公开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有项目申报、大型科研
报告撰写经历；
3.有大数据相关科研项目参加经历者优先 。

陈茜 243412407@qq.com

6

大渡口区

重庆兴中和软件有限公司

重庆兴中和软件有限公司是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的全资子
公司，坐落于重庆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内，一期建设规模1200平方米。公
司的主要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类型的软件开发 ，主要客户为日本大型的
证券，保险，汽车业集团以及一些国内大型客户等 。公司成立的背景是
利用内地的生活配套成本优势，将沿海发达地区软件外包业务中适合在
内地开展的部分转移到内地，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利用规模效应形
成较大生产能力。

民营
对日软件开发

工程师
5

大专及以
上

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优先 魏卿青
zhaopin-

chongqing@shchuwa.com

7 重庆默赛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默赛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公司总部位于重庆大渡口
区重点打造的天安数码城云谷。是一家以基础医学技术服务，技术转化
、体外诊断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技术型企业。

私企

实验技术员 10 本科以上 生物，医药类

温女士
biomedicine01HR@163.co

m

研发助理 5 本科以上 生物，医药类

8 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是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面向全球提供综合
安防、智慧业务与大数据服务。海康威视是全球视频监控数字化 、网络
化、高清智能化的见证者、践行者和重要推动者。2011-2017年蝉联iHS
全球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第1位1；连年入选“国家重点软件企业” 2、
“中国软件收入前百家企业”3、a&s《安全自动化》“中国安防十大民
族品牌”、CPS 《中国公共安全》“中国安防百强”（位列榜首）；
2016-2018年，a&s《安全自动化》公布的“全球安防50强”榜单中，蝉
联全球第1位。

设备技术员 10

大专及以
上

电子行业相关 向老师
tangyang6@hikvision.co

m

工艺技术员 10

维修技术员 10

 生产线长 10

AOI技术员 10

SMT技术员 10

测试技术员 10

程序技术员 10

波峰焊技术员 10

9

渝中区

重庆百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百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1997年成立，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网络信
息服务业公司。现有员工超500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A级纳
税企业，先后与百度、微软、喜马拉雅、知乎、万网、华龙网等成为战
略合作伙伴长。2005年与百度达成合作，建立百度重庆营销服务中心。
2012年成为重庆市场监督管理局战略合作伙伴 ,2017年我们公司员工突
破700人，服务企业突破六万家，2018年，重庆网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成立，布局品牌公关等集团化 全产业链”,2021年与Apollo达成战
略合作，打通线上线下实现整合营销。

民营 百度商务顾问 2 大专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戴雨芯 zhaopin@cqe.cn

民营
垂类销售工程

师
1 大专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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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

重庆儿童天堂摄影有限公司

重庆儿童天堂摄影有限公司始于  1989 年，品牌正式成立于 2003 年，
自 2006 年起荣获全国多项殊 荣，2014 年荣获中国儿童摄影行业领导
品牌，2015 年荣获中国儿童摄影十大标志性品牌 。 2016 年荣获摄影
行业年度 30 强企业。儿童天堂总部位于中国重庆，并拥有自己独立的
企业 大学——儿童天堂文化学院，为摄影行业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 ，
儿童天堂经营领域涵盖精致  孕妈咪摄影、婴幼儿摄影、亲子全家福摄
影。

私营

数码设计师 2
大专及以

上

需要做到：1、负责人像照片的转档、调色、样前、样
后的设计； 2、负责样后与顾客沟通确定设计并送生
产，保证生产品质。
 需要具备： 1、精通 PS 软件，对时尚或美感有敏锐
的感知和运用能力； 2、工作认真、负责、细心、耐
心，学习能力强

田倩 3067890383@qq.com

摄影师助理 2
大专及以

上

需要做到：1、协助招聘、培训、员工关系工作正常开
展； 2、负责新员工入职手续的办理及档案管理 ； 3、
负责人力资源部档案管理及各类文件 、资料统计管理工
作； 4、以及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事务。 
需要具备： 1、人力资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了解
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实务的操作流程 ； 3、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踏实稳重，工作细心，责任心强，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有团队协作精神； 4、熟练使用相关办公
软件，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

选片顾问 3
大专及以

上

需要做到：1、负责协助顾客挑选照片 ，进行产品推
广； 2、负责后期产品套系的引导销售 ，促成成长订
单； 3、维护新老顾客关系，做好回访工作。 
需要具备： 1、身高 160cm 以上，形象气质佳，反应
敏捷、表达能力强，有爱心与亲和力； 2、具备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销售技巧，有计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会熟练运用电脑操作 WODR 文件，EXCEL 文件等办公软
件。

市场专员 3 本科

需要做到： 1、负责协助顾客挑选照片，进行产品推
广； 2、负责后期产品套系的引导销售 ，促成成长订
单； 3、维护新老顾客关系，做好回访工作。
需要具备： 1、身高 160cm 以上，形象气质佳，反应
敏捷、表达能力强，有爱心与亲和力； 2、具备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销售技巧，有计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会熟练运用电脑操作 WODR 文件，EXCEL 文件等办公软
件。

11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成立于 1953年9月，隶属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
现有在职职工1000余人，各类中高级专业人才200余名，固定资产14亿
余元。拥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以及航道工程、河湖整治工程、
港口与海岸工程、公路路基路面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爆破作业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一级)等各类资
质，拥有技术先进、种类齐全的绞吸式、耙吸式、抓斗类挖泥船及江海
两用铺排船、钻爆船、环保疏浚船等一大批水上专业施工设备 。
        通过60余年的不断发展，我局积聚了一大批国内领先的施工技
术、发明专利及施工工法，具备港口航道、市政路桥、水利水电、疏浚
吹填、河湖整治、地灾治理等多门类、多领域的施工能力，其中港口码
头、市政路桥、水上抓斗、航道整治、水下钻爆这五大核心施工技术品
牌在业内享有盛誉。施工足迹遍布国内20余个省、直辖市及40余个大中
城市和经济特区，对外还承接了越南、缅甸、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和
地区的航道整治及港口码头工程，以优异的工程产品质量赢得了业主和
客户的广泛赞誉。
         60余年来，我局承建的工程多次荣获全国优质工程奖 、交通
运输部优质工程奖、重庆市“巴渝杯”、“三峡杯”、“市政工程金杯
奖”等各种荣誉;连续多年被授予“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全国
工程施工放心企业”、“全国质量管理活动优秀企业”、“全国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等称号，获得并保持了“重庆市文明单位”、“
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先进建筑企业”、“质量效益型企业”。

其他事业单
位

水上船舶 3
大专及以

上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轮机工程技
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机电一体化。

孙喜军 496962813@qq.com
其他事业单

位
工程管理 3

本科及以
上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利水电
/水工结构工程/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道路桥梁与
渡河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工
程/市政路桥工程/给排水工程/工程管理。

其他事业单
位

安全工程 1
本科及以

上
安全工程相关专业

12 重庆研达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专注于考研在线教育，立志为广大学子提供高端高效高质的 1对1定
制化线上考研辅导。2007至2013，6年线下教学经验积累的数万条考研
辅导案例，以及现如今拥有的8000+来自一线学府的优秀师资力量 ，令
我们成为考研在线教育中的高端品牌 。2014为了服务更多的考研同学，
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契机，以“借助互联网科技，实现教育
公平”为初衷，以“客户至上，坚持创新，风雨同舟，共创口碑”，研
达教育开启了在线教育的新模块 ——口碑课程。2014年口碑课程一经上
线学员人数即刻突破千人，2015年7月学员人数实现破万目标。公司年
收入上千万，公司有完善的就业见习管理制度，未来公司将携手全体员
工凭借强劲的研发能力、专注的创新精神、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良好的
学员口碑将研达教育做考研在线教育中的领头羊 ！专注于考研在线教

在线教育

考研数学教务 1 本科
1.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2.应用数学、基础数学等数学相关专业

陈小兰 277491225@qq.com

推广专员 3 本科
1.本科以上学历  
2.喜欢网络交际，对各网络社交平台熟悉

考研英语教务 1 本科
1.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2.英语专业四级以上或者六级600分以上者优先

运营推广 3 本科
1.本科以上学历  
2.性格开朗，有亲和力、责任心

13 重庆至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业从事公司注册代理，企业财税咨询，知识产权
代理，外资公司及代表处注册代理，会计代理记账服务的综合性商务服
务企业。 我公司拥有开放式的办公区，工作交流顺畅。为不同的人才
提供不同的岗位平台，有专业的指导团队助你成长 ，我们期待你的加
入！

民营

新媒体运营 1 大专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陈金山 3606414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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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

重庆至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业从事公司注册代理，企业财税咨询，知识产权
代理，外资公司及代表处注册代理，会计代理记账服务的综合性商务服
务企业。 我公司拥有开放式的办公区，工作交流顺畅。为不同的人才
提供不同的岗位平台，有专业的指导团队助你成长 ，我们期待你的加
入！

民营

会计助理 2 大专 会计学/财务管理

陈金山 360641456@qq.com

14 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普华咨询组织成立于1999年，是专业致力于审计、评估、税务鉴证
等服务的专业管理咨询机构。旗下成员单位有：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普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重庆尚翎普华
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现有从业人员80余人，其中中国注册会计师30余人、中国注册资产
评估师11人、中国注册土地估价师13人、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12人、
土地登记代理人3人、中国注册税务师17人，平均年龄35岁人员结构老
中青三结合，沉稳又富朝气和活力。

有限责任公
司

审计助理 3 本科 审计、会计学等经济类相关专业。 冷雪劲 351173853@qq.com

15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 1998年，发展于全国，为
公共、园区、医养、公园、场馆、地铁、航空机场、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办公楼、学校、住宅、商场等多种类型的城市项目提供一体化综合
服务，专注于中国未来智慧城市公共建筑与设施的管理和运营 。经过20
余年的快速发展，企业综合实力位于中国物业服务 500百强企业第
24名，是重庆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名誉副会
长单位，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2019年12月3日，新大正成功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968，成为国内唯二登陆A股市场的物业服务
企业，作为第三方专业物业服务企业，公司紧跟市场步伐，开拓新兴产
品，不断丰富自身产品结构，建立了学校物业、公共物业、航空物业、
办公物业、商住物业五大业态，细分有航空、园区、场馆、医养、市政
等十大系列，并在公共场馆、学校和航空等细分领域形成全行业优势 。

上市公司 人力资源岗 2 统招本科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敖金霞 xdzzp@dzwy.com上市公司 研发岗 2 统招本科 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系统等

上市公司 营销岗 2 统招本科 不限

16

两江新区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年，秉承“客户至上、快速响应、创
新诚信”的价值观，坚持“立足压铸、干必求精，做对客户、员工、社
会负责任的公司”的经营理念，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
　　公司专注生产铝合金压铸产品 28年，已发展成为集自主研发、设计
、模具制造、压铸生产、机加工、装配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具有年产5
万吨铝合金压铸件和年产5万吨机加产品的生产能力；业务遍布亚洲、
欧洲、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美国设有事务所。
　　一直以来，渝江人不断强化“改善无止境，追求零缺陷”的质量意
识，专注创建铝合金压铸领域一流品牌 ；我们坚信通过“开源节流、突
出效益，改革发展、强化责任”的经营方针，一定可持续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产品。

民营 数控机加工 5
大专及以

上
机械相关专业

普福亮

920110127@cq-yj.cn

民营 检验员 5
大专及以

上
机械相关专业 920110127@cq-yj.cn

17
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欢乐谷旅

游分公司

华侨城集团,总部位于深圳,是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
。经过35年的深厚积淀,华侨城集团旅游产业被评为“世界旅游景区四
强”、“中国文化旅游第一品牌”。
  欢乐谷是华侨城集团自主创新的互动体验型主题公园 ，承袭华侨城独
有的创想文化内核，集成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游乐设施 、国际接轨的都市
演艺精品、深具人文魅力的主题文化体验，用“动感、时尚、激情”的
品牌个性与丰富内涵，向现代都市人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休闲方式与都市
娱乐产品。

央企 客服员 2
大专及以

上
专业不限，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
陈女士 cqhlgzp@163.com

mailto:cqhlgzp@163.com
mailto:920110127@cq-yj.cn
mailto:920110127@cq-yj.cn


18 江北区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 ，拥有159年历史底蕴、37年造
车积累，全球有14个生产基地，33个整车、发动机及变速器工厂。2014
年，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销量累计突破 1000万辆。2020年，长安系中国
品牌汽车销量累计突破2000万辆。
长安汽车拥有来自全球27个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1万余人，分别在重庆
、北京、河北定州、安徽合肥、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英国伯明翰、
美国底特律和德国慕尼黑建立起“六国九地”各有侧重的全球协同研发
格局。拥有专业的汽车研发流程体系和试验验证体系 ，确保每一款产品
满足用户使用10年或26万公里。
2017年，长安汽车发起“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将效率和软
件能力打造成为核心竞争力，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长安汽车推出了CS系列、逸动系列、UNI系列等热销产品，坚持“节能
环保、科技智能”理念，大力发展智能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领域，发
布“北斗天枢计划”，为用户提供安心、开心、贴心、省心的“四心”
汽车平台，通过“知音伙伴、合作共创、智能体验、智能联盟、千人千
亿”行动，将智能化打造成长安产品提升、品牌提升、转型升级的核心
支柱。在新能源领域，发布“香格里拉计划”，制定四大战略行动，预
计到2025年，将全面停售传统意义燃油车，实现全谱系产品的电气化。
长安汽车积极寻求合资合作，成立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江铃控股等
合资合作企业，并向合资企业输入中国品牌产品 ，建立中国车企合资合
作新模式。
 长安汽车始终以“引领汽车文明，造福人类生活”为使命，以客户为
中心，以产品为主线，持续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员工创造良好
的环境和发展空间，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奋力推进第三次创业——创
新创业计划，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为实现世界一流汽车企业
努力奋斗。   
科技长安 智慧伙伴！

国有企业
智能制造工程

师
10

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

机器人技术、自动化集成技术、制造信息化集成技术、
机电设备技术、工艺技术、物流技术、安全环保等

张敏
zhangmin@changan.com.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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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

重庆金凌印刷有限公司

金凌集团于1996年创办，现已发展成为多家子公司（东莞公司、苏州公
司、重庆公司、台湾公司、岳阳公司、泰国公司、威海公司、九江金
凌）、6+1C卫星式全轮转、商标机、网版印刷、、海德堡印刷、水标、
及全套后续加工，总资产过亿元的全方位印刷企业。
重庆金凌印刷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1日成立，位于渝北区双凤桥街道长
空路483号，现有员工150人左右，专业从事说明书、各类标贴、铭版印
刷及加工服务。
已通过ISO9001:2015、ISO14001:2015、IATF 16949:2016的认证，体系
深入我们每一个金凌人的心中，每一环节我们都严格的贯彻执行已定立
的 品 质 系 统 文 件 。                                                                                                    
董事长致辞：回顾风雨历程：金凌人以“创新、务实、团结、奋进”的
企业精神；以“遵守法纪、诚信为本公司竞争、积极进取”的企业态
度；加上“每一位金凌人勤劳而无私的付出 ”；创造出了金凌的一个又
一个的辉煌。未来！金凌人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明天 ，使今天的金
凌更加充满希望和动力；创造一个未来与今天的金凌竞争 ，使我们保持
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冲劲。积极应对时代的挑战金凌必达于胜境 ，
腾飞盛世！

有限责任公
司

业务专员 3 大专 市场营销 刘老师 yang@dgcanning.com

有限责任公
司

储备机长 5 中专 无 刘老师 yang@dgcanning.com

有限责任公
司

制稿员 1 大专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Coreldraw、AI、Photoshop），大
专学历，愿意学习，有责任心，细心，应届毕生业均可

刘老师 yang@dgcanning.com

20 重庆龙略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龙略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核心业务是为民航 
机场提供货物、邮件、行李地面装卸配套服务及其它有关服务 。作为中
国 
首批提供机场地面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我公司立足重庆，
面 
向全国，迄今已承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张家界荷
花 
国际机场、南宁吴圩国际机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三亚凤凰
国 
际机场，北海福成机场、江苏盐城南洋国际等机场的相关地面服务项目
。 
目前，龙略团队人员规模已达2000余，年货邮处理量突破180万吨，行
李 
处理量突破1600万件，并保持了优异的安全记录，为客户创造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了广大客户和业界的认可，已初步成为同业
的 
重要参与者，业务正在高速增长中。

私营 储备干部 20
大专以上

学历
不限 冯俊 952102873@qq.com

私营 机坪装卸人员 60
初中以上

学历
不限 冯俊 952102873@qq.com

私营 场内驾驶员 20
高中以上

学历
不限 冯俊 952102873@qq.com

mailto:952102873@qq.com
mailto:952102873@qq.com
mailto:952102873@qq.com
mailto:yang@dgcanning.com
mailto:yang@dgcanning.com
mailto:yang@dgcanning.com
mailto:zhangmin@chang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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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

重庆远平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远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是由个人独资创建 1995年的私营制企业。
是研发、生产各种汽车、摩托车及工业设备使用的空滤器 、橡塑制品、
各类输油管、各型碳罐等的专业生产企业。公司现有员工400余人，工
程技术人员20余名，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实力，并与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签署合作协议，增强了理论研究实力。生产能力强，有各种大中型设备
总计260余台。公司占地25000m2，建筑面积35 00m2，位于重庆渝北空
港工业园，紧邻江北国际机场，交通便捷。

私营 库管员 1 中专以上 办公软件熟练 赵老师 421165960@qq.com

私营
精品车间装配

工
10 中专以上 适应团队合作 赵老师 421165960@qq.com

22 重庆港湘龙机械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

重庆港湘龙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1 月，是一家集开发、冲压、焊
接一体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是长安股份、长安福特、长安铃木、上
汽红岩等主机厂的一级供应商。公司本部位于蔡家工业园施家梁镇 （绕 
城高速施家梁出口0.5公里），渝北分部位于渝北空港桃源大道 922号
（长安工业西门内）

私营 质量工程师 2 本科
男性，机械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35岁以内；熟悉
ISO/TS16949质量体系、掌握运用体系MSA/SPC/ PFMEA

、QC等工具
陈老师 hr@cqgxl.com

私营 项目工程师 2 本科

男性  ，35岁以下，大专文化以上，熟悉新品开发流
程，能熟练使用常用UG等开发软件，对冲压、焊接工艺
较为熟悉，能熟练使用CAE分析软件或长安福特项目管

理经验者优先；从事过相关工作3年以上

陈老师 hr@cqgxl.com

私营 物流工程师 1 本科
男性，大专文化以上,负责库房管理、交付异常处理及
产品，协助经理处理，会简单英文,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陈老师 hr@cqgxl.com

私营 商务报价 1 专科
男性，机电一体化、模具设计、会计、销售、外贸等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35岁以内；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陈老师 hr@cqgxl.com

私营 机修工 1 高中以上
男性，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会液

压电气；服从领导安排，吃苦耐劳，责任心强
陈老师 hr@cqgxl.com

私营 检 验 2 高中以上
女性，35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机械、机电相关专
业，能识图、看图，使用质量工具；冲压/焊接检验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陈老师 hr@cqgxl.com

私营 冲压工 5 初中
男性，初中及以上学历，48岁以内，有冲压工作经验；

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
陈老师 hr@cqgxl.com

合计岗位数 330

mailto:hr@cqgxl.com
mailto:hr@cqgxl.com
mailto:hr@cqgxl.com
mailto:hr@cqgxl.com
mailto:hr@cqgxl.com
mailto:hr@cqgxl.com
mailto:hr@cqgxl.com
mailto:421165960@qq.com
mailto:42116596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