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企业岗位汇总表

序号 所属区县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重庆市九龙坡区 重庆新世纪电气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2 重庆市大渡口区 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3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库立特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4 重庆长寿 重庆聚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国企

5 重庆市北部新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企



5 重庆市北部新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企

6 重庆市渝中区
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私营/民营

7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企

8 重庆市渝北区 重庆圆通快递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9 重庆市渝北区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国企

10 重庆市巴南区 重庆意之锦商贸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1 重庆市渝中区 昂橙（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2 重庆江津 重庆裕城春三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3 重庆市巴南区 重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3 重庆市巴南区 重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4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市一方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4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市一方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5 重庆市九龙坡区 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6 重庆市江北区 重庆市江北区中公职业考试培训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7 重庆市北碚区 重庆林达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8 重庆市合川区 重庆银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8 重庆市合川区 重庆银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19 重庆市合川区 重庆华邦胜凯制药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20 重庆市合川区 重庆宏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21 重庆永川区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国企

22
重庆市渝中区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国企

23 重庆市大渡口区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企



24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 成都忆享科技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25 重庆市北碚区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企

26 重庆市璧山区 重庆宇海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民营

27 重庆、西藏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央企



重庆市企业岗位汇总表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薪酬待遇 学历要求

初级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 8-15万元/年 大专及以上

初级C++工程师 4 8-15万元/年 大专及以上

方案工程师 3 8-15万元/年 大专及以上

测试工程师 5 8-12万元/年 大专及以上
客服工程师 6 6-10万元/年 大专及以上

电气设备销售 6 6-10万元/年 大专及以上

线长/组长 100 实习期5.5k-6k，转正6k-7.5k 大专及以上

见习工程师 100 实习期5.5k-6k，转正6k-7k 大专及以上

见习专员（质量技术员） 100 实习期5.5k-6k，转正6k-7k 大专及以上

技术员/多能技术员 200 实习期5.5k-6k，转正6k-7k 大专及以上

仓储设计规划师 5 实习期4K，转正8k-10k                大专及以上

高级物流规划师 5 实习期4K，转正8k-10k                大专及以上

化工安全员 5 6.5-7k 大专及以上
化工分析员 5 4.5-5.5k 大专及以上
化工操作工 5 5-5.5k 大专及以上

库管员 2 4-5k 大专及以上

化工工艺员 3 4.5-5.5k 大专及以上

机械工程师 5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工艺技术工程师 10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智控技术工程师 4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大数据工程师 10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硕士
12-15万/年，博士薪酬20-50万/年（谈

判制）

大专及以上，
硕士、博士优

先
人工智能及数据挖掘分析工程师 3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硕士
12-15万/年，博士薪酬20-50万/年（谈

判制）

大专及以上，
硕士、博士优

先
风资源气象模式工程师 1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硕士
12-15万/年，博士薪酬20-50万/年（谈

判制）

大专及以上，
硕士、博士优

先
信息化工程师 2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塔筒工程师 6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塔筒研发工程师 3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财务管理 4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硕士
12-15万/年，博士薪酬20-50万/年（谈

判制）

大专及以上，
硕士及党员优

先
工会团委管理 1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营销经理 50 专科8-10万/年，本科10-12万/年 大专及以上

建筑设计师 6 5-7k 大专及以上

结构设计师 6 5-7k 大专及以上
给排水设计师 2 5-7k 大专及以上
暖通设计师 2 5-7k 大专及以上
电气设计师 2 5-7k 大专及以上
BIM设计师 2 5-7k 大专及以上
室内设计师 1 5-7k 大专及以上

检测人员 60 7-12w/年
大专及以上、
本科及研究生

优先

监理人员 20 7-12w/年
大专及以上、
本科及研究生

优先
设计人员 1 7-12w/年 大专及以上

食品检测员 20 7-12w/年 大专及以上

技术人员 2 7-12w/年 大专及以上

财务专员 1 4-7k 大专及以上

快递操作员（分拣、扫描、供
件、矩阵、封包等）

100 4-6k 大专及以上

10086呼入客服代表 100 3.6-8k 大专及以上

服务营销支撑 80 3.6-7K 大专及以上
管理培训生 60 3.5-4.5K 大专及以上
商品专员 3 3-5K 大专及以上
数据专员 1 3-5K 大专及以上
人事专员 1 3-5K 大专及以上
活动执行 1 3-5K 大专及以上
电商顾问 60 4-10K 大专及以上
客服专员 35 3-6K 大专及以上
人事专员 20 3.5-4.5K 大专及以上

PHP开发工程师 2 5-7K 大专及以上

会计助理 1 3-4K 大专及以上

研发设计职能（地产板块-重
庆）-创想家

2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工程管理职能（地产板块-重
庆）-创想家

3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运营管理职能（地产板块-重
庆）-创想家

5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客户关系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2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成本招采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2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财务管理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2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前期开发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1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法律风控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5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市场客研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5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投资发展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5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人力资源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5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行政管理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创想家

10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销售渠道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传奇

50 8-9K（另有业绩提成） 大专及以上

策划管理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传奇

8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销售数据职能（地产板块-重庆）-
传奇

8 9-11K（另有年终奖） 大专及以上

会计助理/会计实习生 20 3-5K 大专及以上

行政/文员/后勤/档案管理员 6 3-4K 大专及以上



销售顾问 5 5-9K 大专及以上

工程机械设备维修 25 4-7K 大专及以上

隧道设备维护 5 4-7K 大专及以上

高空设备维保 5 4-7K 大专及以上

课程顾问 4 3-8K 大专及以上

学习规划师 1 3-8K 大专及以上

市场专员 1 3-8K 大专及以上

外贸业务员 10 4-20K 大专及以上

电器技术员 2 5-8K 大专及以上
贴花技术员 2 5-7K 大专及以上



摩托车性能和排放测试 1 3-4.3K 大专及以上
车型技术员 3 5-7K 大专及以上

研发人员 5 5-10K 大专及以上

分析人员 5 5-10K 大专及以上

信息专员 1 5-7K 大专及以上

管培生 10 3.5K 大专及以上

产品工程师 2 6-8K 大专及以上

模具设计师 3 4.5-9K 大专及以上

研发工程师 20 6-8K 大专及以上
工艺工程师 30 6-8K 大专及以上

机床操作人员 50 4K 大专及以上

工程管理（实习） 50 1800 大专及以上

水上船舶 60 6-8K 大专及以上

综合管理（实习） 6 1800 大专及以上

产品销售 2 6-8万/年 大专及以上

工艺技术管理 6 6-8万/年 大专及以上

生产管理（管培生） 20 6-8万/年 大专及以上

机械工程师 8 6-8万/年 大专及以上

电气工程师 10 6-8万/年 大专及以上



游戏测试工程师 35 4-6w/年 大专及以上

游戏特效师 15

5-10w/年 大专及以上

游戏动画师 15

游戏原画师 25

工艺技术 3 6-8万/年 大专及以上

操作 4 4-6万/年 大专及以上

高级工程师 5 10-15万/年 大专及以上
技术总监 1 30-40万/年 大专及以上
工程师 10 10-15万/年 大专及以上
机械设计 10 10-15万/年 大专及以上
机加师 10 6-10万/年 大专及以上

助理工程师 25 6-10万/年 大专及以上

水利设计师 3 8-12K 大专及以上



重庆市企业岗位汇总表

专业要求 福利待遇或岗位要求 联系人
投简历邮
箱（非必

填）
软件/计算机/电气/机械
/自动化/电力电子/数学
/物联网等相关专业

王婧

软件/计算机/电气/机械
/自动化/电力电子/数学
/物联网等相关专业

水利/电气自动化、仪器
仪表等理工科专业

自动化、测控等相关专
业电气相关专业

电气相关专业

不限

王荣涛

不限

不限

不限

物流机械设计、制造及
自动化相关专业

福利：五险、员工生日金、年终奖、
团队旅游、双休，早九晚六、国家法

定节假日。
田春梅

物流工程、机械设计、
工业工程及自动化相关

专业优先

福利：五险、员工生日金、年终奖、
团队旅游、双休，早九晚六、国家法

定节假日。

与安全、环境相关

熊静

化学专业相关
不限
不限

高分子材料、化学材料
相关专业

力学、机械、化工材料
、热能动力工程、液压
流体、空气动力学、复

冉启航

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
、机电一体、电气工程

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
气工程自动化、软件工
程、智能控制、数学专软件工程、自动化、机

械、电气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电子、机械、电气、数

学、计算机、软件工程
、自动化、控制、信息力学、气象、大气科学
、空气动力学、风能工

程专业应用数学、统计学、计
算机科学技术、软件工
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力学、机械、土木工程

、能源工程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冉启航

会计、财务专业

中文、新闻学、传播学
、管理学、政治学专业
市场营销、经管类或技

术类专业

建筑学

田海晶

建筑学
给排水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
环境艺术

结构、岩土、测量、建
筑材料、物探、化学、
道路桥梁等检测相关专

业

张继月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等
工程类相关专业

城市规划、土地规划、
景观园林、装饰装修等

相关规划设计专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
质量与安全、食品机械
、医学卫生等相关专业
嵌入式设备、材料、建

筑相关专业
不限

宋丽
不限

具备计算机、电子科学
、通信、电子信息工程
、光电信息、数学、统
计、电子商务、多媒体
艺术等IT/DT/CT专业背

景

.能力要求：普通话标准、流利，善
于与人沟通交流、具备良好理解、沟
通能力；有较强工作责任心和良好的
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能适应轮班。

李女士

普通话标准、吐词清晰、沟通应变能力强；有较强工作责任心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能适应轮班。
专业不限专业不限，动手能力强，善于思考总结，热爱零售行业并有志于长期发展。

董小姐/
蒋小姐

办公软件熟练操作，对数据敏感，细心，责任心强，学习能力强 
EXCEL熟练操作运用，对数据敏感，良好的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善于学习。

办公软件熟练操作，对数据敏感，善于学习，细心，学习能力强。
办公软件熟练操作，对色彩搭配敏感，逻辑思维强。

1、熟练使用电商平台各种应用工具。2、了解抖音电商的内涵及意义，熟悉新媒体运营的本质。3、能有效结合传统电商与新媒体电商运营思路。4、对传统电商的底层逻辑，和新媒体电商或兴趣电商的未来设计有独到的见解。5、会工作，重方法，懂专业，爱学习，高素养，品行正。

甘露
 1、根据公司给的客户电话，向客户推广公司的产品服务;2、负责接听客户热线，为客户讲解、推广产品;3、透过电话负责客户的约访工作;4、协助配合销售团队，创造销售业绩。5、负责搜集新客户的资料并进行沟通，开发新客户;6、透过电话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客户需求，寻找销售机会并完成销售业绩;7、维护老客户的业务，挖掘客户的最大潜力;8、定期与合作客户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1、负责公司各部门人数的统计；2、负责公司员工劳动关系的转移，员工入职及离职手续的办理；3、协助领导做好各部门的人员调配工作；4、负责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续签、变更、解除、争议等工作；5、负责公司各类人员的招聘及初步面试工作；　6、负责公司各部门之考勤汇总，及各类假期的汇总、统计；7、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1、有PHP/MYSQL/Apache/Linux开发经验，具有良好的编程风格；2、熟练使用Javascript，CSS，SQL；3、熟悉LAMP,LNMP 开发，一年以上开发经验并有成功作品；4、熟悉的 THINKPHP,CODEIGINTER 开源框架，有快速开发经验；5、熟悉XML、HTML/XHTML、CSS、Javascript、AJAX、JSON、JQuery等Web页面技术；6、数据 Web 2.0；

（1）财务管理类、会计类专业优先；（2）具备较好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强；（3）有团队意识，协作意识。杨娟

建筑学、城市规划、设
计等相关类专业

胡宝元



土木工程、工民建、景观
、电气、结构、给排水、

暖通等相关专业

胡宝元

工程类、财务类等相关类
专业

专业不限，酒店管理专业
优先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
程造价等相关专业

财务、金融、经济、应用
数学等相关专业

专业不限，土地资源管理
、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优

法学类相关专业背景

专业不限，经济投资类专
业优先

专业不限，土地资源管理
、城市规划等相关专业优
专业不限，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管理、心理学、管

理学相关专业优先
专业不限，行政管理、工
商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
专业不限，市场营销、房
地产开发与管理等专业优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新媒体等专业优先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专
业优先

财会相关专业

1、(含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或实习生)
2、有工作经验优先；

3、认真细致，爱岗敬业，吃苦耐
劳，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4、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能独立
思考，善于总结工作经验；

5、熟练应用财务及Office办公软
件，对金蝶、用友等财务系统有实际

操作者优先；
6、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游老师专业不限

1、含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或实习生
2、有工作经验优先；

3、认真细致，爱岗敬业，吃苦耐
劳，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4、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能独立
思考，善于总结工作经验；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6、提供食宿



专业不限

1.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及电话沟通
技巧、谈判及协调能力；

2.具有高度客户服务意识、责任感及
团队协作精神；

3.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及抗压能力，能
适应高节奏及追求效率的工作环境；

4.掌握基本的office软件操作如
Excel、Word等；

5.具有催收、客服、销售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

游老师

工程机械、机械设计、
工业汽车、机电一体化
等专业等机械类专业

1、有工程设备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者优先；

2、相关工程机械设备（挖机、装载
机、高空作业设备）维修售后经验者

优先；
3、工程机械、机械设计、工业汽车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等机械类专业应

届生优先考虑。

戴老师
专业不限

1、年龄20岁以上，有隧道设备维保
经验，懂水平机车、凿岩台车、盾构

机等相关设备优先；
2、工作认真负责，有良好的沟通说

服能力；
3、能长期驻外，踏实肯干，动手能

力强。

工程机械、机械设计、
工业汽车、机电一体化
等专业等机械类专业

1、有高空作业平台/设备等相关行业
工作经验者优先；

2、相关机械设备（挖机、装载机、
高空作业设备）维修售后经验者优

先；
3、工程机械、机械设计、工业汽车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等机械类专业应

届生优先考虑。1、通过前台、电话和网络的咨询接
待，为学员答疑解惑推荐产品课程，

完成每月销售任务
2、负责学员和家长来访接待，为学
员制定学习计划，学员开课期间，负

责教室和资料管理、学员服务。

朱万琴

1、负责带班工作，通过完善服务、
维护老学员，促成带班二次转化及退

费转化
2、ERP、排课系统等操作准确无误、

严格遵守各项行政制度。
1、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负责市场
开发、市场调研分析，优化、拓展宣

传渠道及各渠道维护
2、负责宣传品申请，讲座、模考等

市场活动的策划、宣传、实施
3、收集意向客户信息，协助销售人

员完成业绩目标。
国际贸易、物理类工科

、视频营销等专业
国际贸易、物理类工科、视频营销等

专业优先。
牟女士

机电一体化及电器类

陈老师 
工业设计专业



理工专业
陈老师 

机械设计及汽车相关专
业有机化学、药物化学、

化学制药

蒋毅
有机化学、药物化学、

化学制药
医学、药学、化学等相

关专业
机械、车辆、模具等相

关专业
有责任心，沟通能力强，善于学习。

 余老师
机械制造类专业 机械制造类专业优先。

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年龄22至32岁；

3、可接受应届毕业生培养。
动力类专业

沈兆星机械类专业
机械类专业

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
道与海岸工程、港口、
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工
结构工程、土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道
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桥
梁与隧道工程、市政工
程、工程造价、安全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复合材料

与工程

邓老师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航
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秘书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高分

子材料、市场营销

龚女士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材
料类专业，化工类专业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复合材料与工程等材料
类专业，机电一体化等

机械类专业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

体化等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能装备与系统、自动

化等相关专业



计算机/软件相关

1.负责腾讯手游、端游的测试方案及
整理用例设计及执行；

2.完成领导安排的测试任务。
岗位要求：

1.热爱游戏，有大型游戏体验经验；
2.有一定测试经验，懂得测试的基本

流程和bug的定位点；
3.表达能力强，逻辑清晰，做事积

极，责任心强，具体良好团队合作能
力及抗压能力。 何天凤/

钟婷

不限制

1、需掌握u3d、ps、ue4、ae 等软件
基本操作

1、需掌握max、ps、Maya等软件基本
操作

1、熟练掌握各种场景原画基础知
识，会用ps或sai或panter等绘画软

件；
2、热爱绘画和游戏，品行端正，有

团队意识；
材料、自动化、机电、
测控、电子技术等相关

专业

1、政治思想品德好，吃苦耐劳、身
体健康；

2、爱岗敬业，踏实肯干，工作积极
主动，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良好的沟通

能力；

张老师
cqycszp@
163.com数控、机电维修、加工

制造等
张老师

机械类

覃雪

机械类
信息化类
机械类
机械类
机械类

水利水电、水工结构、
水文规划、农田水利工

程等相关专业

1. 3年（实习不做要求）以上水利水
电工程项目工作经验，熟悉水利设计

、施工相关规范、法规；
2. 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沟通
表达能力，能吃苦耐劳，具有大局意
识，富有责任心、事业心及团队合作

精神；

何吕平

mailto:cqycs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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