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资质 工作地址 岗位名称 需求专业 岗位数 联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天津 财务会计 财务相关专业 1

天津 物业内勤 不限专业 1

天津  营销 不限专业 5

天津 会计助理 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 5

天津 行政专员 行政管理 5

天津 网络平台专员 计算机相关 5

天津 集团总部管培生
金融、经济、统计、数学、人力资源、工商管理、冶

金
6

天津 钢铁板块管培生
金属材料、机械制造、冶金、自动化、工业工程、人

力资源、化学分析、轧钢等相关专业
17

天津 文化板块管培生
新闻、汉语言、会展策划、旅游管理、行政管理、播

音支持、艺术类等相关专业
3

天津/河北 健康板块管培生
活动策划、中医药、中医、针灸、推拿、农学、农林

经济学、植物保护学，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10

天津 科技金融板块管培生
财务、金融、经济、分析统计、计算机、软件编程等

专业
6

天津
会展客户专员-展览方

向
专业不限，会展、工商管理类优先 2

天津 活动/文案策划专员 专业不限，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语言类优先 4

天津 会议执行专员 专业不限，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语言类优先 4

天津/北京 海外运营专员 不限专业，英语、电子商务、国贸类优先 10

天津/北京 图案设计师 设计类专业优先 5

天津/北京 服装设计师 设计类专业优先 5

天津/北京 产品开发设计 不限专业 2

天津 社群运营专员 不限专业 2

6 天津物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74

9132646E
天津 管培生

工商管理、项目管理、人力资源、工程类、物流管理

、营运管理、电子商务类优先
100 王晓萌 主管 18222539512

15122812985

5 哲博百众（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91120163

00574540G

）

张金凤 hr 13612124654

4
中青旅罗根（天津）国际商务会

展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

9112010356

61222776
张维 人资专员

15522412056

3
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民营

9112000066

3051415T
朱建明 招聘经理

022-66286939

18920021191

2 北大荒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国企 67380479-1 王菲 人事

天津商业大学2019届毕业生春季大型招聘会用人单位登记表

1
北方国际集团天津丝绸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
国企

9112000010

30648082
魏女士 HR 022-58858706



天津 管培生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50

天津 店经理助理 工商管理，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0

天津 外语店经理助理 英语，日语或大学英语六级亦可 20

天津 实习生 不限专业 50

天津 早教老师 不限 教育专业优先考虑 8

天津 课程顾问 不限 2

天津 客服老师 不限 4

天津 管培生 不限 4

天津 平面设计 不限 2

天津 SMT工艺工程师
电子类、工业工程、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电子、机

电一体化等理工类专业
3

天津 品质/质量工程师
电子类、工业工程、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电子、机

电一体化等理工类专业
2

天津 设备工程师
电子类、工业工程、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电子、机

电一体化等理工类专业
6

天津 SMT/AOI编程 自动化或者计算机相关专业 4

天津 技术工程师 电子或自动化相关专业 1

天津 国际贸易销售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优先 10

天津 国际贸易单证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优先 5

上海 国际贸易销售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优先 15

上海 国际贸易单证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优先 5

广州 国际贸易销售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优先 5

越南 国际贸易销售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英语优先 5

深圳 国际贸易销售 专业不限，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优先 5

天津 纳税咨询 经管类专业 10

天津 销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5

天津 Java工程师 计算机类专业 5

天津 实施工程师 计算机类专业 5

天津 管理岗 管理类、计算机、信息工程相关专业 2

18602638016

12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国企 营业执照 刘女士 HR 13920532241

11 天津神州浩天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崔勇 人事经理

13752183044

10
上海鸿茂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李修雅 航线主管

13512900210

022-58313211-

312

9
海格欧义艾姆（天津）电子有限

公司
国企

9112011672

2953284H
王莉娜 职员

18902031631

8
天津孩酷龙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民营单位

组织机构代

码
徐岚 人事 13602044365

7
天津海底捞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第五分公司

民营上市

公司
营业执照 李喜斌 招聘经理



天津 技术研发岗 医药、食品相关专业 5

天津 质检岗 医药、食品相关专业 5

天津 学术专员 医药相关专业 3

天津 销售 医药、化工、营销类相关专业 5

天津 技术工程师 自动化、电气、机电相关专业 5

天津 部门助理 专业不限，文秘专业优先 2

天津 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营销、商务专业优先 5

天津 财务出纳 财务管理、会计专业 1

天津 客服专员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2

天津 储备干部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 6

天津 电子商务实习生 不限 20

天津 百度推广专员 不限 20

全国各地 建筑工程类

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安全工程、测绘工

程、暖通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给水排水工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道桥工程、园林工程、建筑电

气

约15人

全国各地 机电安装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约10人

全国各地 职能管理类

物流工程、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工商管

理、思想政治、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人力资

源、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软件工程、工

商管理（MBA)

约5人

16 天津海信广场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营运管培生 不限 10

北京/天津 零售管培生 不限专业 20

北京 商品管培生
服装类、管理类、统计学、数学、信息科学、财会等

专业
2

北京 人力管培生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或其他管理类专业 2

北京 培训管培生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或其他管理类专业 2

天津 研究员 化学、制药相关专业 30

天津 分析员 化学、制药相关专业 20 1311611860518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

限公司
合资

9112011678

33075181
吴春洋 HR

座机022-

58225639

电话15320053515

17 斐乐服饰有限公司 民营
9135020005

838051XF
刘文婧 HRBP

010-85188063

13241919277

1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国企

组织机构代

码

9112010210

3218520P

王晨 人事主管

13802191290

14 天津信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332

8593241M

13 天津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刘婷婷
人事部经

理

12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国企 营业执照 刘女士 HR 13920532241



天津 生产工程师 化学、制药相关专业 10

天津 外贸储备经理 国际贸易、商务英语、英语专业及相关专业均可 5

天津 外贸业务 国际贸易、商务英语、英语专业及相关专业均可 20

北京 产品研发设计工程师 机械专业 2

北京 嵌入式硬件开发 电子、电路相关专业 2

北京 嵌入式软件开发 控制工程、计算机 2

北京 物流储备主管 物流、工业工程 2

北京 软件开发 计算机专业 2

北京 ERP系统维护 计算机专业 1

北京 市场专员 理工类专业 2

北京 日语业务专员 日语 1

北京 人事助理 酒店管理、人力资源、旅游管理 2

北京 培训专员 酒店管理、人力资源、旅游管理 1

北京 前台接待 不限 8

北京 礼宾员 不限 4

北京

餐饮服务（中、西、日

、法餐、大堂吧、宴会

厅）

不限 30

北京 娱乐水疗部服务员 不限 6

北京 办公室文员 不限 2

北京 数码印刷机技术工程师 机电工程系、机械设计系、包装工程系优先 5

北京 解决方案技术工程师 机电工程系、机械设计系、包装工程系优先 5

北京/乌鲁

木齐
数码印刷机销售担当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机电工程系、机械

设计系、包装工程系优先
10

北京 复合机销售担当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机电工程系、机械

设计系、包装工程系优先
5

北京 渠道网络技术支持 计算机系优先 5

天津 研究员 应用化学、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5

天津 质量管理 应用化学、制药工程、化学工程 5

天津 质量控制 应用化学、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5

15122378189/

022-59955150

23
石药信汇（天津）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李朝杰 人事经理 15613190756

22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外资

9112011667

5992634C
李丹

人事总务

担当

18622369430

21
北京国测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有限

公司
民营

9111011306

1282881B
刘闯 招聘经理 13820677110

20 SMC（中国）有限公司 外资
9111030260

002492XA
高天舒 招聘担当

13116118605

19 天津凌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1MA

06FY082K
田玉峰 经理 13323366395

18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

限公司
合资

9112011678

33075181
吴春洋 HR



天津 安全管理 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 3

天津 环境管理 环境工程 3

天津 设备管理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

天津 储备干部/管培生 专业不限 10

天津
数据处理（数据分析/

软件实施）工程师
专业不限，计算机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5

天津 政府统计专员
专业不限，统计、数学、经济和会计等相关专业优先

考虑
5

天津 人事行政专员 专业不限，人力资源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

天津
JAVA开发工程师(初级/

中级)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5

全国 商务谈判市场岗 不限专业 15

北京 管培生 经管、农林、信息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管理储干 专业无硬性要求 6

天津 培训师 专业无硬性要求 1

天津 培训助理 专业无硬性要求 2

天津 人事实习生（大三） 专业无硬性要求 2

天津 电子平台商务专员 航空、航天技术、交通、商业及财务相关专业优先 2-3人

天津 统计员 商业相关、财务及统计专业优先 3-5人

天津 机票操作文员 航空、航天技术、交通、商业及财务相关专业优先 2-3人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52000078

5456947M
天津 销售业务专员 项目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类优先 2 朱海 13821271130

28 赛尔通信服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北京、天

津、河北

、陕西、

贵州、重

庆、湖北

、辽宁等

通信工程师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 10 高璐 人事助理 13820151013

天津 租船代表 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英语及其他相关专业 2

天津 操作业务员 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英语及其他相关专业 2

天津/北京 财务分析专员
财会类、经济、金融、数学、统计、计算机、英语类

相关专业均可
5

18649185807

30 正大预混料（天津）有限公司 外资
9112011660

050259xw
曹献华 人事 18622343457

29 通利船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外资 营业执照 马晨曦 人事专员

15222513082

27

天津市宏晨航空票务服务有限公

司
民营 营业执照 韩女士 人事

022-23355566-

855

26
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国企

9112010209

1577963M
杜女士 人资

13512890625

25 北京千喜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9111010274

6121140G

杨江笑 招聘经理 13105178206

24 天津博和利统计大数据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梁婷
人事招聘

主管

23
石药信汇（天津）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李朝杰 人事经理 15613190756



天津
内审及财会信息管理专

员
财会类相关专业 5

北京 资金专员 财会类、经济、金融相关专业 1

天津 生产培训生/实习生 食品、乳品、机械电气、能源、物流采购类 6

天津 人力培训生/实习生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工业旅游等专业 2

商务经理 公共管理、工商、经济类专业优先

专业不限

财税、经济、金融类专业优先

英语/日语/德语熟练

会计、财务、经济类相关专业

天津、青

岛、南京

、广州、

武汉、上

海、济南

工业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天津 情报专员 专业不限 5

上海 咨询顾问 专业不限（海外留学生优先） 3

上海 产业研究 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学相关专业 3

天津 内容运营 新闻、广告、文学等相关专业 1

天津 网站编辑 新闻、广告、文学等相关专业 1

天津 产品专员 计算机、软件工程相关专业 1

北京 运营专员 计算机、心理学、经济学专业 2

天津、北

京、武汉
运营专员 市场营销、传播学、广告学等相关专业 6

天津 人力资源 工商管理、人力、心理 2

天津 商务行政岗 行政、文秘、管理专业 1

天津 数据信息专员 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专业 2

天津 财务专员 财务相关专业 4

33 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 国企

9134160015

1944818R

（1-1）

全国 营销管培生 专业不限，经管类优先 30 韩旭 人事 18602229257

招商管培生

13821661620

13939138258

32 谷川联行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30

0768601P

上海、北

京、天津

、深圳、

青岛、济

南、广州

、南京、

杭州、武

汉、成都

、重庆

80

王可心 招聘专员 18622221916

31 天津伊利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制
9112022255

03620656

房艳梅

刘勇星

人力资源

专员

30 正大预混料（天津）有限公司 外资
9112011660

050259xw
曹献华 人事 18622343457



34 天津津小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9112010230

0753602D
天津 市场推广 物流管理、市场营销优先 7 李佳 HR经理 13820119319

35 天津信誉楼百货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3MA

05RMUN8L
天津

管培生（会计、财务经

理、人力资源部经理、

信息部经理、门店高层

经营管理者）

经管类、人力资源、会计、财务类、计算机类优先，

其中门店高层经营管理者岗位不限专业
20 宗成艳 招聘主管 18526276090

天津 管培生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电

子商务、机电工程类优先
20

天津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优先 10

天津 出纳 会计、财务管理、金融管理等优先 3

天津 产品设计、绘画专业等优先 2

天津 研发工程师 电气、电力电子、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0

天津 软件工程师 电气、电力电子、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0

天津 系统研发工程师 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 20

天津 销售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先关专业优先
20

天津 销售经理 专业不限 20

天津 人力资源管培生 管理类、人力资源类优先 10

天津 储备猎头顾问 专业不限（文科为佳） 12

天津 汽车资源专员 不限 20

天津 汽车资源客户经理 不限 2

采购助理 无专业要求 5

文员 无专业要求 5

技术工程师 电气专业 5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专业 1

预算员/造价员 工程造价专业 3

天津 体验店顾问 专业不限 25

天津 服务体验顾问 专业不限 5

天津

小初高数学、英语、语

文、物理、化学、生物

、地理教师

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80

1864902024942 朴新晟嘉教育
民办非企

业

组织机构代

码
王文婷

校长办公

室

18222484411

41 深圳慧通商务有限公司 民营
9144030076

0478875Q
吴颖艳 招聘专员 15732699201

40 天津德图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256

9300569P
天津 郑女士

18202200651

39 天津市鸿丰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张珍
综合部经

理
18502668229

38 北京博翰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蒋雄
人力资源

总监

人事 13920810216

37
天津市天变航博电气发展有限公

司
民营 营业执照 王娟

人力资源

专员

60112898

13752153652

36
天津珠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民营 74403329-4 苏洁



天津 课程咨询顾问 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10

天津 管理培训生 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0

天津 生产管理储备生
机械、机电、食品、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相

关专业
20

天津 设备管理储备生 机械、机电、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质量管理储备生 食品、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销售储备生 不限专业 20

天津、北

京
管培生 不限 20

天津、北

京
乒乓球教练 不限 20

天津、北

京
体育销售代表 不限 20

天津、北

京
课程顾问 不限 20

天津、北

京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5

天津、北

京
体能教练 不限 20

45 微盟信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4MA

06CHKE6Q
天津 销售专员 专业不限 10 王勇 市场经理 13317413119

天津 暖通设计员 热能与动力（空调方向） 2

天津 电气设计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天津 市场专员 不限专业（最好女同学） 若干

注册专员 药事管理、食品与安全 2

试剂检验员 生物工程、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3

生产配置人员 生物工程、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3

研发助理 生物工程、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2

天津
管培生

（金融客户经理）
经济、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50

天津 储备消费金融客户经理 经济、财务管理、金融、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10

天津 生产储备干部 不限专业 20

1307208300849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269

0678598D
王丽华 人事专员

人事经理 13516247570

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

心
国企

9131000078

6713482M
张岳 人事 022-58531778

47 天津悦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09

1580687H

天津滨海

高新区华

苑产业区

海泰发展

二路四号

吴梦芝

15765564295

46 天津市龙川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营业执照 王颖
人力行政

部副部长
15620582696

44 天津尚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4MA

06DAML23
范爽 人事专员

18649020249

43 天津伊利康业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民营 王印
人事行政

经理
022-88518705

42 朴新晟嘉教育
民办非企

业

组织机构代

码
王文婷

校长办公

室



天津 物流储备干部 物流、供应链等相关专业优先 10

天津 成本会计 会计、财务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营运储备干部 不限专业 10

天津 直营店储备干部 不限专业 10

天津 拓展推广专员 不限专业 5

天津 市场品控专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农产品加工专业优先 2

天津 行政前台 不限专业 1

天津 人力资源专员 市场营销、人资源专业优先 10

天津  会计及财税专员 会计 10

天津 行政专员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人资源专业优先 6

天津  总经理秘书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人资源专业优先 2

天津 储备人才 各专业均可 100

天津
技术支持工程师

（应用技术工程师）
自动化、电子、信息、机械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振动分析与故障诊断工

程师
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商务支持助理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或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设计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5

天津 质检人员 机械相关专业 3

天津 装配人员 机械相关专业 3

天津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通信、物联网、自动化专业 2

天津 销售工程师 机械、自动化、电子、信息等专业 5

天津 管培生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2

杭州 技术与生产部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材料化学、精细化工、汽车工程、机械设计

及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等相关专业优先

2-4名

杭州 质量部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材料化学、精细化工、汽车工程、机械设计

及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质量管理等专业优

2-3名

022-86855039-

8097

52 杭州欧策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卢飞 总经理 18158132998

51 沃德传动（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

公司（台

港澳与境

内合资、

未上市）

9112011355

039207XJ

魏女士

戚先生

综合管理

部

13072083008

50

天津市红桥区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中心

天津福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事业

单位

12120106MB

736132J

91120106MA

06H3CU5R

秦超

德福
总经理

13802030066(秦

）

18502672474

（徳)

49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269

0678598D
王丽华 人事专员



杭州 物流部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电子商务、仓储等相关专业优 1-2名

杭州 销售部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品牌管理、销售管理、

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1-2名

杭州 人事部和行政部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中文、文秘及相关专业大

专及以上学历
1名

天津 建筑效果图模型师  建筑学、环境艺术、美术，动画或相关专业 10

天津 建筑效果图渲染师  建筑学、环境艺术、美术，动画或相关专业 10

天津 建筑效果图后期  建筑学、环境艺术、美术，动画或相关专业 10

天津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或相关专业 5

天津 行政客服 行政管理，工商管理或相关专业 5

大连市普

兰店
研究员 食品、酿造、发酵、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 5

大连市普

兰店
实验员 食品、酿造、发酵、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 5

大连市普

兰店
化验员 食品、酿造、发酵、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 5

大连市普

兰店
制麦管培生 食品、酿造、发酵、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 10

大连市普

兰店
安全员 安全工程、消防工程、机械、环境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销售内勤 工商管理专业优先 4

天津 采购内勤 工商管理专业优先 2

天津 外贸跟单及业务 英语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优先 2

天津 库管 不限 1

北京 文字编辑 经济类 1

北京、天

津
销售专员 不限 不限人数

北京 实习生 不限 2

天津 管理培训生
应用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制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10

天津 海外商务专员 英语相关 2

天津 客服专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

1892015313757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
9112011609

31130117
黄辉

人力资源

主管

13752306607

56 北京龙品锡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民营
9111010678

17087999
芦巧巧 人事经理 18810393432

55 天津市富士成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赵小姐 销售经理

15320095060

54 中粮麦芽（大连）有限公司 国企
9121020060

48226115
王育丹

人力资源

部副经理
15334908160

53 天津天砚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杨青 总经理

52 杭州欧策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卢飞 总经理 18158132998



天津、北

京、江苏

、上海、

广西、江

西、四川

、湖北

技术支持 生物相关专业 8

北京、河

南
实验员 生物相关专业 2

58
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

所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实习律师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

能力。工作主动、积极、责任心强，有团队意识，具

备良好的职业操守

2 杨东菊 律师助理 18622598581

天津 实习律师 法学专业、通过司法考试者优先考虑 4

天津 技术岗 计算机专业 1

天津 法务专员 法学相关专业 2

天津 咨询师 人力资源、法学、心理学、行政管理相关专业 2

天津 人力专员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2

天津 总经理助理 人力资源、法学、心理学、行政管理相关专业 2

天津
会展客户专员-展览方

向
专业不限，会展、工商管理类优先 2

天津 活动/文案策划专员 专业不限，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语言类优先 4

天津 会议执行专员 专业不限，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语言类优先 4

天津 储备店长 行政管理、市场营销类优先 10

天津 市场专员 会展经济与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2

天津 销售专员 市场营销类优先 10

天津 新媒体运营专员 电子商务优先 2

天津 旅游顾问 不限，会展专业优先 20

天津 销售管培生 不限 20

天津 大客户销售 不限 20

天津 全渠道运动负责人 本科，专业不限 20

天津
全渠道运动负责人

（管理岗）
本科及以上，专业不限 10

天津 生产供应链主管 本科及以上，专业不限 1

天津 供应商质量主管 本科及以上，工科背景优先 1

1381063724264
迪卡侬（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天津奥运路分公司
外资

91120116MA

05JAA14P
乔晓静

天津区招

聘负责人

18522937619

63 天津市丁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MA

05JK683E
吴先生 人事经理 18102102310

62 天津市圣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王星 人事专员

13352092107

61
中青旅罗根（天津）国际商务会

展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

9112010356

61222776
张维 人资专员 15122812985

60
汇智纳川（天津）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民营 9.112E+17 吕鸣

总经理助

理

18920153137

59 天津昊哲律师事务所 民营 3.112E+17 王老师 人事主管 13011388497

57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
9112011609

31130117
黄辉

人力资源

主管



天津 工业生产中心实习生 研究生优先，专业不限 1

天津武清 案场-客服助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类优先 10

天津滨海 案场-客服助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类优先 10

天津市区 凤凰管家 无专业限制 10

天津 管培生
酒店管理、项目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类、电子商务

类优先
10

天津 置业顾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20

天津 执行策划 市场营销，会展经济与管理 10

天津 内业文员 专业不限 10

前厅接待员

前厅礼宾员

前厅服务中心接待员

客房服务中心文员

68
天津市现代投资有限公司海河假

日酒店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管理培训生

酒店管理、项目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类、电子商务

类优先
2 刘蕊

人力资源

总监
022-26278888

天津蓟州

区
西餐服务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5

天津蓟州

区
预订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1

天津蓟州

区
销售经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

天津蓟州

区
前台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

天津蓟州

区
中餐服务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5

管培生

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金融学、经济学、财政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项目管理、旅游管理、行政管理、电

子商务类优先

8

总裁助理/总经理助理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项目管理、

行政管理等优先
3

客户经理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项目管理、

行政管理等优先
10

综合管理

总监
1890211736570 嘉富瑞华实业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陈绍茹

25326000-8856

69 天津恒大酒店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王雪莉 人事经理 13622015271

13821029472

67 天津泰达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国企
9112011623

87907439
天津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优先 6 杨丽

招聘培训

经理

66
天津易居金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民营

9112011667

1460227J
曲鑫 人事经理

13810637242

65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
民营企业

9112011268

7749092M
陈玉洁

人力资源

助理
17695482850

64
迪卡侬（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天津奥运路分公司
外资

91120116MA

05JAA14P
乔晓静

天津区招

聘负责人



售前工程师-软件方向
软件工程、通信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10

售前技术支持
通信工程、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15

项目交付工程师
通信工程、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15

71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企 营业执照 不限 财会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税收学等 10 周老师 18561156923

天津 开发工程师 制冷暖通与热能动力、电气等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工艺工程师 工业工程、暖通空调、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采购员 制冷暖通与热能动力、电气等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制冷工程师 制冷专业 3

天津 市场内勤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2

天津 总经理助理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等 2

全国 销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5

北京 暖通技术工程师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热能与动力 15

北京 暖通售后技术 制冷相关专业 5

北京 营销培训生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15

北京 电商运营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15

北京 文案策划 新闻、中文、广告 3

北京 综合文员 专业不限 5

市场部 物流、营销、经济、国经贸等相关专业 6

客户部 物流、营销、经济、国经贸等相关专业 2

储备干部(管培生) 物流、营销、经济、国经贸等相关专业 6

柜台 不限 10

投资顾问 不限 20

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 5 李茜 总经理 158226303507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国有企业 股份制 天津 理财顾问

人力资源

部
13920910460

76 渤海证券滨海第一分公司 国有企业 有限责任制 天津 王经理 副总经理 022-59835806

75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物流

中心
央企

股份有限公

司
天津 孙女士

18920783107

74 北京格力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民营
9111030259

961389XB
许小梦 人事专员 13436726732

73
中天瀚森（天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民营

9002011834

09672348
辛女士 人事专员

综合管理

总监
18902117365

72 天津天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257

5125082K
张颖丽 人事专员 18102039553

70 嘉富瑞华实业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陈绍茹



78 天津永棣进出口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有限责任制 天津 外贸业务员 国贸、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 5 人事 人事经理 13622125479

79 北京中天创域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北京 研究专员/助理 统计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5-7人 纪铁强 副总经理 13717886698

80 天津趣堂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儿童科技教育老师 理科、工科专业 4人 徐娴 中心主任 13702112777

天津和平 外贸跟单 商务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优先 3

天津和平 跨境电商运营/客服 商务英语、电子商务优先 3

天津和平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 3

天津 跨境电商运营专员 电子商务类、外语类、国贸类 10

天津 外贸业务 外语类、国贸类 2

天津 业务员
不限制，但英语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物流管理专业
6

天津 操作员
英语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国际贸易专业、物流管理

专业，至少英语四级
2

天津 国外部秘书
英语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国际贸易专业、物流管理

专业，英语六级
2

天津 .NET开发工程师 软件开发、项目管理、 5

天津 软件销售工程师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5

天津 实施顾问
财务会计专业、计算机技术应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10

天津 行政、人事、运营 人力资源专业、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3

成都 软件销售工程师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5

成都 .NET开发工程师 软件开发、项目管理、 5

天津 Java开发工程师助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3

天津 UI设计师助理 计算机专业相关 5

1832256825685
天津开发区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69

4072892Y
孙辉 项目经理

15022447991

84 天津极云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组织机构代

码

9112011609

356527XY

何敏 总经理 13821919253

83
易希华永供应链管理（天津）有

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91120118MA

05UCBU36

王辉 经理

人力资源 17802256563

82
天津港保税区伊润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民营

组织机构代

码：

744049050

张佳羽 人事

电话：

15922169500

邮箱：

zhaopin@streamp

umps.com

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 5 李茜 总经理 15822630350

81
天津纺织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
国企

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

码

9112000072

2992806X

耿晓红

7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国有企业 股份制 天津 理财顾问



天津 市场活动专员 不限 2

天津 渠道专员 不限 2

天津 网管 网络工程 2

天津 咨询顾问 不限 3

文案 要求有一定的文案基础，热爱文字编辑工作； 2

美编 要求熟练掌握PS软件； 1

设计 PHP、JAVA相关专业优先； 5

策划 在校有策划经验者优先考虑； 1

电商运营 有一定的基础，团队协作能力； 2

视频编辑 熟练掌握相关视频编辑软件，具有一定的拍摄经验； 1

北京 行政文员 文秘、商务、工商管理等 2

北京 会计、出纳 会计、财务管理、金融学等 3

北京 商品、陈列专员 产品设计、艺术设计、工程设计等 2

北京 电商美工及运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等 3

北京 ERP信息管理 信息科学与信息管理、数据管理等 2

北京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结合岗位需求及学生兴趣进行定向培养） 20

UI主题设计师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动画、数字媒体等相关专业 不限

插画师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相关专业 不限

审核专员 专业不限 不限

商务助理 专业不限 不限

运营助理 专业不限 不限

新媒体设计 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 不限

新媒体文案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中文、互联网等相关专业 不限

AE（客户经理） 不限 不限

摄像后期 不限 不限

动画师 动画、广告相关专业 不限

插画师 绘画等相关专业 不限

社群管理员 不限 不限

人事 1362205520689 天津陆层广告有限公司 私企 营业执照
天津市红

桥区
张艳

18600995250

13811290461

88 天津顶晟无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私企 营业执照
天津市西

青区
赵女士 人事 15922170265

87 北京宝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耿春红

张硕

经理

主管

18322568256

86
天津市智慧云商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南开

区中关村e

谷

张翼龙 项目经理 18322728020

85
天津开发区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69

4072892Y
孙辉 项目经理



媒体销售 不限 不限

实习生 设计、新闻、中文、广告等相关专业 不限

市场营销方向 不限 不限

市场营销-鲲鹏班学员 不限 不限

设计方向--实习设计师 建筑装饰、环境艺术、工艺美术、室内设计等专业 不限

设计方向-鲲鹏班学员 建筑装饰、环境艺术、工艺美术、室内设计等专业 不限

天津 人事助理 相关专业 2

天津 行政助理 相关专业 1

天津 财务助理 相关专业 1

天津 新媒体运营 相关专业 2

天津 活动策划 相关专业 2

天津 客服 相关专业 1

滨海新区 人事助理 专业不限 20

滨海新区 招聘助理 专业不限 20

滨海新区 实习生 专业不限 20

天津 设计专员 设计专业 2

天津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 1

94 天津万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06

98553140
沧州

管培生（营销类，财务

类，人事类，工程类）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学，工程管

理，工程造价，给排水，景观园林，广告策划，人力

资源等相关工程和工商类专业

10 赵经理
集团人事

经理

15332070269/022

-58371999

95
路劲集团天津隽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外资

9112010123

8834785W
天津 管培生

机电类相关专业、经济管理类、工程类、文科类管理

类、工程园林类相关专业、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
30 王卓 招聘主管 15822464431

96
天津鹏安投资有限公司水游城假

日酒店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管培生、前台接待员、

餐饮服务员、销售协调

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英语系优先 8 张思云 招聘主管 58776666

天津 公共事务部专员 统计类、电子商务类优先 3

天津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类优先 1

天津 客服专员 专业不限

天津 教育专员 播音主持类优限

天津 行政专员 行政管理类优限

13642128861

97
天津和治友德制药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9112010630

0451217T

王杰 人事主管 17695852414

93
天津棉三创意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营业执照 邢燕

后勤管理

部部长

13920699468

92
同道汇才（天津）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 94405921 吴玉曼 招聘主管 15222575510

91 HRM联盟俱乐部 社团 组织机构证 周振华 会长

人事 13622055206

90 天津阳光力天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私企 营业执照
天津市和

平区
马主管 人事 18649075336

89 天津陆层广告有限公司 私企 营业执照
天津市红

桥区
张艳



天津
管培生

（策划、销售方向）
酒店管理、婚礼策划、市场营销优先 5

天津 出纳 会计 1

99 天津热风商贸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8MA

06E3B07K
天津

管理培训生

（运营销售方向）
专业不限（服装及经管类专业优先） 15 韩顺

招聘负责

人
18232695072

100
远洋亿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国企

9112010277

7337809Q
天津

管培生

（物业项目经理）

酒店管理、项目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类、电子商务

类优先
50 王志月 人事主管 15822022902

天津 英语辅导老师 不限 3

天津 课程顾问 不限 3

天津 财务助理 会计 10

天津 金融专员 金融、电子商务优先 10

天津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优先 10

天津 销售顾问 不限 30

天津 文员 不限 15

天津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优先 3

天津 总经理助理 不限 1

天津 管培生 市场营销类优先，专业不限 10

天津 区域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类优先，专业不限 10

104
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
民营

9112010455

34166980
天津 门市旅游顾问 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优先 15 谢萌 招聘 13652049118

天津 助理建造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自动化、材料工程、金属材

料
80

天津 助理设计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自动化、土木工程 40

天津 助理检验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自动化、材料工程、金属材

料
30

天津 助理安全工程师 不限专业 30

天津
助理预算、合同、计划

工程师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7

天津 助理分包工程师 理工科专业即可 2

天津 英语教师 英语 3

13820235410

106
布朗贝尔（天津）教育科技   有

限公司
民营

9112010330

056916X7
林老师 28156666

105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够公司
股份制上

市公司

9112011623

9661863L
王通通 人事助理

18722557595

103
北京红牛饮料销售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
外资

9112010366

6129871K
花磊 人事专员

022-58376301转

8050

102 天津鹏驰宝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3MA

05MGUB6L
辛桐桐 人事主管

18522895321

101 天津毅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8MA

05KYG99N
韩彬 招聘主管 15822672545

98
东庆童话（天津）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外资 营业执照 王爽 人事



天津 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学 2

天津 营销策划 市场营销 3

天津 知识产权顾问 不限专业，相关专业优先 20

天津 行政助理 不限专业，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专利代理师 不限专业，相关专业优先 10

天津 法律顾问 法学系 2

天津 设计 美术类 1

天津 线上运营 不限专业，相关专业优先 1

天津 初高中教师 相关学科专业 10

天津 课程顾问 不限 5

天津 市场专员 不限 5

天津 呼叫专员 不限 5

天津 活动策划 不限 1

天津 质检员（QC）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质量与安全 1

天津 国际采购员 英语、国际贸易 1

天津 材料会计 会计相关专业 1

天津 费用会计 会计相关专业 1

天津 软甲工程师 软件工程相关专业 1

天津 前台接待 不限专业，酒店管理、英语专业优先考虑 3

天津 餐饮接待 不限专业，酒店管理、英语专业优先考虑 5

天津 市场销售部协调员
不限专业，酒店管理、英语、会展、市场营销专业优

先考虑
1

天津 餐饮部秘书 不限专业，酒店管理、英语专业优先考虑 1

天津 梦想的阶梯管理培训生 不限专业，酒店管理、英语专业优先考虑 5

天津 人力资源助理 人力资源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1

天津 技术助理 化工、生物、食品等理工科 2

天津 销售助理 化工 3

15822832851111
天津诚信环球节能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民营

9112010267

370757XU
房帅

人事行政

经理

13370370913

110
天津市圣光置业有限公司滨海圣

光皇冠假日酒店
民营

9112011655

0370858A
张莹莹 招聘经理 18622693628

109 生源（天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外资 75222292-5 黄女士 招聘主管

18801120796

108 天津市立思辰网络教育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574

13897463
高丽娜 人事主管 13043298779

107
德诺（天津）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民营

91120116MA

06BBH94B
王静雯 人事

106
布朗贝尔（天津）教育科技   有

限公司
民营

9112010330

056916X7
林老师 28156666



112
天津华业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泛太平洋大酒店

外商投资

企业分支

机构

9112010630

047892XR
天津

食品卫生检疫员&酒店

管理&旅游管理相关专

业的学生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

全
5 任铭忱

人力资源

副经理
13902034430

全国销售

办事处
业务员 市场营销、金融经济相关均可 5

天津 出纳 财务相关专业均可 1

天津 QE 化学、生物相关专业均可 1

天津 检验员 化学、生物相关专业均可 2

天津 英语老师 英语专业优先 5

天津 课程顾问 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9

天津 会计 会计专员优先 1

天津 教务/市场专员 市场、销售 12

天津 人事助理 人力资源 1

天津
专职/全职艺术类课程

教师
艺术类 10

天津 自媒体文案 新媒体 1

天津 英语老师 语言类 2

天津
教师（语文、数学、英

语、计算机）
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等文理科相关专业 40

天津 平面设计
设计相关专业，熟悉Photoshop、Ai、ID等设计软

件，具备一定的手绘能力
5

天津 新媒体运营专员 专业不限，热爱互联网 30

财务岗 财务管理、税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4

招商运营岗 市场营销、经济学、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 8

企划专员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等相关专业 2

营销策划岗 市场营销、金融、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4

家装设计师 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 4

天津 生产储备干部 机械一体化，电气工程等 20

天津 化验室储备干部 食品、化学、生物、制药等 5

天津 质量管理储备干部 食品、化学、生物、制药等 5

天津 铸造工程师 机械、电气、金属材料等相关专业 2

18202588432

119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79

4980409G
朱小波 科长 15022633231

118 天津兰芳园食品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91120116MA

05NABH3R
罗璇 招聘主管

13920631021/873

85856

117
天津居然之际家居建材市场有限

公司
民营

9112011056

26716901
天津 王雅楠 人力主管 24373877

116 天津精通职业技术专修学院
民办非企

业

5212011371

2945694K
姚智芳 人事

13622153509

115 天津吉旋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4MA

06HFKR46
肖懿 人事经理 18622087691

114 天津和平宏士林语言培训中心 民营/ 郭盼盼 人力主管

113 天津哈娜好医材有限公司 国企
9112011660

0551498M
田悦 人事专员 13512897320



天津 机加工程师 机械、电气、车辆工程等相关专业 3

天津 涂装工程师 化学等相关专业 3

天津 安全工程师 安全工程、工业工程等 1

天津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法学等 1

天津
管培生

（前厅伙伴、面包师）
酒店管理、食品科学、市场营销类优先 20

天津 市场推广 市场营销类优先 10

天津 宾客服务接待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或其他相关专业 3

天津 总机文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或其他相关专业 2

天津 礼宾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或其他相关专业 3

天津 健身中心接待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或其他相关专业 2

天津 营运专员 电子商务、设计类优先 1

天津 财务专员 会计学、财务管理类优先 2

天津 销售顾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类优先 10

天津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类优先 3

天津 市场推广专员 专业不限 30

天津 客户服务专员 英语专业、空乘专业优先 5

天津 管培生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彩妆师 视觉传达设计 5

天津 健康顾问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术、

食品质量与安全、应用化学
5

天津 市场销售部秘书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类优先 1

天津 市场销售部销售协调员 市场营销优先 1

天津
前厅部客户关系主任

（GRO）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类优先 1

天津 设备操作工 机电一体化优先 10

天津 市场拓展专员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5

天津 设计 平面设计 3

天津 文印 工商管理、文秘 2

60978566-2005，

18622277898

127
天津市天地大方数码图文技术有

限公司
民营

9112010476

1251066F
杨颖 人事 13820785241

126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国企
9112011677

7338211F

王德龙

王鑫

13920980768

125 天津赛象酒店有限公司 民营 78030359-7 刘亚楠 人事经理 13820372607

124
天津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

司
外资

1200004001

22005
李志娜

人力资源

经理

15122157943

123
天津南开区美奥口腔医院有限公

司
民营 352885447H 郑郁洁 人事专员 13642132849

122 天津美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334

0871814A
李莹莹 HRBP

15900277651

121
天津滨海友谊投资有限公司大岛

酒店分公司
国有企业

9112011157

2317951N
安志鑫 招聘专员 13802160684

120
天津市麦禾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民营

9112010166

61155926
王佳妮 人事

119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79

4980409G
朱小波 科长 15022633231



天津 店面储备经理 专业不限 30

天津 物流运营岗 专业不限 12

天津 售后运营岗 专业不限 5

天津 人事专员 管理类相关专业 3

天津 客服专员 经济学，管理学优先 15

天津 权证助理 经济学，管理学优先 5

天津 细胞工程师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等 4

天津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 4

天津 QA工程师 生命科学、药学等 1

天津 市场助理 生物、化学、医药等 1

外贸跟单员 国贸相关 2

IT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 2

IT程序员 计算机相关，C#、.Net、C++、Java 4

132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

公司
三资

9112011660

057872XJ
天津各区 销售管培生 市场营销优先 5 穆冬莹 招聘主管

022-65276102

15822501231

天津
营销校招生

（管理方向）
市场营销、管理类专业优先 3

天津 商务顾问（专业方向） 专业不限 5

天津 见习经理（管理方向） 管理类专业优先 10

济南 见习经理（管理方向） 管理类专业优先 10

天津 篮球教练（培养） 体育训练、体育教育等相关专业优先录取 10

天津 篮球课程销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10

天津
篮球助教

（教练方向）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客服智善生 酒店管理、项目管理、旅游管理优先 2

天津 工程智善生 机电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安全智善生 不限专业 2

天津 人事行政智善生 行政管理、文案策划、人力资源等专业优先 2

天津 办公室文员 文秘、人力资源专业优先 5

15620099782137 天津聚腾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09

31139276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6
深圳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5
天津新东旭体育活动策划有限公

司
民营

91120222MA

05WRYW86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4 天津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9112000060

05416602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3
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
上市公司

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

码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821453366

131
禧玛诺（天津）自行车零件有限

公司
外企

9112011674

6696884D

天津市空

港经济区

西九道172

号

梁珊 人资专员 13820102516

130
天津欣普赛尔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民营

91120113MA

05K5C6XX
徐悦 经理

15692282552

129 天津拓欧普商贸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232

86174502
吴女士 人事主管 13752415005

128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66

8825360P
王磊

人力资源

经理



天津 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 20

北京、河

北省
出差专员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10

天津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5

天津 医药实习生 药事管理，制药工程 10

天津 药店营业员 药事管理，制药工程 10

天津 办公室文员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统计、企业管理，行

政管理
4

天津 招商经理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工商管理 8

天津 大客户经理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工商管理 5

天津 拆单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3

天津 经理助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 1

天津 店面销售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工商管理 5

管培生 专业不限 50

家居小饰 专业不限 20

驻店会计 会计 30

平面设计

室内设计
设计 5

天津 药剂人员
工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敢于面对挑战，责任心

强，具有团队精神
5

天津 会计
工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敢于面对挑战，责任心

强，具有团队精神
5

天津 内科医生
工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敢于面对挑战，责任心

强，具有团队精神
5

天津 护士
工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敢于面对挑战，责任心

强，具有团队精神
5

天津 前台
工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敢于面对挑战，责任心

强，具有团队精神
5

天津 药剂师
工作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敢于面对挑战，责任心

强，具有团队精神
5

142 天津浩港联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天津 汽车销售 不限专业 15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5620099782141  天津北辰双江医院 民营
92120113MA

05T1YU4J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40 深圳市中港恒服家具有限公司 民营
9144030005

5101845J
天津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9 天津意陆凯旋家具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3MA

05LA337F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8 天津福芝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1.201E+14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37 天津聚腾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09

31139276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43 天津普意东商贸有限公司 私营 营业执照 天津 美容导师 不限专业 5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天津 加工中心学徒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模具设计  机电一体化 数控专

业
5

天津 龙门学徒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模具设计  机电一体化 数控专

业
5

天津 钳工学徒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模具设计  机电一体化 数控专

业
5

天津 销售顾问 不限 5

天津 网络管理 计算机专业，网页设计 2

天津 体雕设计师 市场营销、经济管理专业优先 5

天津 销售助理 市场营销、经济管理专业优先 10

天津 QC 食品质量与安全/制药工程 10

天津 QA 食品质量与安全/制药工程 10

天津 合成实验员 应用化学/制药工程 5

天津 中试实验员 应用化学/制药工程 5

天津 发酵助理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10

天津静海
行政文员

（管理方向）
管理类专业优先 1

天津静海
客服专员

（管理方向）
管理类专业优先 3

天津静海
理化检测员

（专业方向）
食品检测等相关专业优先 3

天津 课程顾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5

天津 英语老师 英语 3

天津 音乐老师 音乐 3

天津 市场洽谈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优先 3

149
天津泉智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民营

91120111MA

068TD08L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5620099782

148 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9112022355

65427530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47 天津民祥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278

03488406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46 北京薇妮体雕经贸有限公司 民营

营业执照

9111010167

9616644H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145 天津市中恒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230

0394929H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44 天津市景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组织代

码:9112022

2786360496

N

张丽佳 市场主管 156200997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