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荡临港 成就梦想-上海海洋大学 2023 届毕业生春季

临港新片区专场招聘会公告

为了给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便捷的交流平台，更好的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

分就业。学校将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举办上海海洋大学 2023 届毕业生春季

临港新片区专场招聘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举办时间：2023 年 2 月 24 日 13:00--15:30

2. 双选会地点：

A区：海洋科技大楼大厅

B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105 大厅

3.友情提示：

(1) 参会毕业生请于招聘会当天佩戴口罩、携带简历有序入场。

(2) 校园双选会部分企业名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表 1.双选会参会企业与招聘岗位（A区：海洋科技大楼大厅）

展位
号

单位名称 需求岗位 需求专业
需求
人数

A1 上海格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装工艺师、热管工艺师、电装工艺
师、复合材料工艺师、系统工程师、
机械力学试验师、卫星测试工程师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机
械工程、计算机、电子信
息、测控等相关专业

40

A2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宣传干事、行政助理、企业内审、
财务助理、电商运营助理、人事助理、
软件开发、工程管理、采购助理、招

商助理

文科类、文科、管理类、
会计类、电子商务、供应
链管理、人力资源、计算

机类、工程管理

30

A3
上海国际企业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财务岗、渗透检测工程师、商务助理、

法务助理

信息安全、计算机、财务、
市场、商务、法律相关专

业
28

A4 上海临港新片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建设管理、资产管理、投
资管理、营运管理、党务管理、行政
管理、财务管理、信息技术、宣传

安全工程、土木工程、经
济管理、财务、会计、计

算机等相关专业
14

A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客户经理、财富客户经理、分行

运营岗

信息科技、数理统计、经
济金融、财务会计、管理
及其他理工科专业。其

不限



中、总行科技&大数据岗
要求计算机、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通信、自动化、
数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A6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

司
暖通工程师、电气工程师、造价工程

师、自控工程师、电气
工程类、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电气类
20

A7 上海建科深水港检验有限公司 检测员、体系管理员、营销员 理工科 20

A8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理化分析工程师、有机分析工程师 环境工程 10

A9 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检测、统计 食品、统计类等相关专业 2

A10 建发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物流业务岗、项目运营岗 专业不限 10

A11 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维修技术员 工程技术 5

A1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分行营销培训生（公司金融方向、小
微金融方向、零售金融方向）、分行

运营培训生（综合柜员方向）
专业不限 60

A13 上海海立特种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制冷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能源与动力工
程、制冷与空调专业

9

A14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管培生、储备项目经理 专业不限 50

A15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营销培训生 专业不限 10

A16 上海临港外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文员
专业不限、行政管理专业

优先
2

A17 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 行政管理、工商管理 1

A1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23 年春季校园招聘
专业不限 600

A19
上海临港新城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大堤酒店
销售部实习生、前厅部实习生、餐饮

部实习生
专业不限 12

A20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合成研究员、体外 ADME 研究
员、DMPK研究员、生物分析前处理
研究员、大分子生物分析研究员、小
分子生物分析研究员、蛋白表达纯化
研究员、体外分子/细胞研究员、专
题负责人（SD）、流式细胞研究员、
专题协调员、病理学家、医学检验研
究员、病理技术研究员、QA检查员

化学、有机化学、药物化
学、应用化学、化学制药、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
程、药学等相关专业、药
学、生物学、生物工程、
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

500

A21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机械电子工程 2



A22
上海海螺川崎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
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热能工程

师
能源动力与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

A23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上海/无锡）、制造工
程师（上海）、IT软件开发工程师（上
海/无锡）、厂务工程师（上海/无锡）

自动化、机械、电子电气、
机电工程、空调暖通、软
件工程、计算机、水处理、

电力、环境工程等

70

A24
上海临港延锋汽车零部件系统有限

公司
质量工程师、工艺工程师、营销工程

师
机械、材料、商科、财会 13

A25 延锋国际座椅系统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营销工程师、成本分析

工程师
机械、车辆、材料、财务 10

A26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管培生、人力资源管培生、

java 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人力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等
18

A27 上海东方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商务管培生、运营管培生 物流管理 10

A28 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后处理技术员、质检员、工艺助力工
程师、质量助力工程师、机械助理工
程师、研发助力工程师、电气助力工
程师、采购助力工程师、项目申报助

力管理员

理工科专业 90

A29 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市场拓展岗、技术管理中心 环境、化学、化工 5

A30 上海恒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细胞培养技术员、QC专

员、微生物检验员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
物制药、生物学、食品质

量与安全
25

A31 上海国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管培生、销售业务员 动物、水产及生物类专业 30

A32
上海熙华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生物药生物分析研究员、仪器验证专
员、制剂分析研究员、原料药工艺研
发研究员、质量控制专员、质量保证

专员、制剂研究员

药学化学生物等相关专
业

41

A33
标新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体外药效研究员、体内药效研究员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
物医药等生物专业

20

A34 上海韦翰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学研究员、管培生、项目经理、生
信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研发实验工
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产品工程师、

销售工程师

营销、生物、医学、生物
信息学、分子生物学、遗

传学等先关专业
20

A35 徐州元莘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技术支持 生物 7

A36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研究员、销售、技术支持、项目管理 生物、食品、医药 10

A37 上海亿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产品专员、肿瘤医学
信息专员、遗传咨询师、检验工程师

生物、遗传相关专业 19



A38 上海百福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酶工程助理研究员/研究员、产品分
离研究员、分析研究员、酶进化研究

员、发酵研究员

分子生物学、酶催化、生
物分离、生物工程、分析
化学、发酵工程、微生物

学、代谢工程

6

A39 上海昂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室技术员、生物试剂销售 生物工程、海洋水产 10

A40 上海莱士血液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储备、质量管理、环境工程

储备、设备工程储备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
物制药、生物学、生物与
医药、电气自动化、机械
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

程等

44

A41 水母娘娘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室助理 生物医药 2

A42 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型销售工程师、分子实验技术员
生物、医学或农林相关专

业
20

A43 上海芳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 生物与医药 2

A44 白帆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工艺下游研究员、质量研究员、制剂
研究员、生产工程师、生产下游工程

师

生物技术、生物化工、微
生物、药学、制药工程

45

A45 上海五色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QC专员、注册专员、人事行政、财

务专员、研发助理
生物技术、生物与医药、

生物学
16

A46 上海嘉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销售工程师、机械工程

师、电气工程师
环境、市场营销、机械设

计、电气自动化等
9

A47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调试安装工程师、实验室人员、方案

工程师
电气、机械等、化工、环

境、化工、环境等
9

A48 上海优睿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
自动化、国际贸易、设施

农业
10

A49 上海亿钶气体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化工、机械、材料、安全、

管理
10

A50 理纯（上海）洁净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助理、CAD设计、项目助理、

采购助理

市场营销、工业设计、机
械设计、工业设计、机械、
电气、机电等相关专业、
供应链管理相关专业

15

A51
上海遨拓深水装备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销售工程师、水下机器人结构设计工

程师、水下机器人电控工程师
电气、机械、商务等相关

专业
9

A52 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工程师、模具设计工程师、

工艺工程师
机械、材料相关专业 10

A53 上海峰信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销售助理、机械工程师
机械类、信息与计算科

学、英语
3

A54 上海摩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实习生、市场部实习生、机器人

应用实习生
机械、电子等相关专业 3



A55 上海博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工艺工程师 机械设计 4

A56 上海爱谨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助理、C++助理
营销类、广告类、计算机

类
3

A57 上海唯视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经理助理
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计
算机、电子信息等相关专

业
4

A58 上海小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算法实习生、前端实习生、后端实习
生、推广专员（用户发展/项目跟进）、

财务实习生、管培生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市场
营销、会计、财务管理、

审计类相关专业
17

A59 上海谙邦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系统整合工程师、机械
工程师、售后工艺工程师、软件工程

师、制造工程师

物理、化学、材料学、计
算机科学、软件工程、自
动控制、机电、电气工程

相关专业

若干

A60 上海欧耐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产品经理、销售经理、市

场助理、化验员

动物科学、动物营养与饲
料科学、畜牧、市场营销、

设计
20

A61 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人事助理、财务助理 财务专业、人力资源专业 4

A62 上海易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助理、人力资源实习生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相关 15

A63 上海同财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投关助力
统计学、金融学、会计学、

新闻统计学等
5

A64
上海威世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

司
海外市场商务代表 英语、国贸、物流 4

A65 上海万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管培生、客服、市场专员 经管、市场营销 18

A66 上海麦链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新媒体运营、平面设计
市场营销、媒体运营、视

觉输出类相关专业
若干

A67 君道成（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留学销售顾问 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10

A68
上海浦东妙衡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人事助理、财务助理、新媒体运营策
划、商业分析师、销售运营专员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金融管理、数学分析

8

A69 上海港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海外商务、货代销售
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英语
6

A70 上海彤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见习助教、见习助理 专业不限 10

表 2.双选会参会企业与招聘岗位（B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105 大厅）

B1 微元（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销售助理、Java 开发、前端开

发、UI 设计、软件测试

市场营销及相关、市场营
销及相关、计算机及相
关、计算机及相关、视觉
设计及相关、计算机及相

10



关

B2 擎翌(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AVA 开发工程师、c++开发工程师、

前端工程师、全栈工程师、企宣专员、

网络管理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供应

链助理

物流、计算机、 电气、

物流
16

B3 上海卓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前端研发工程师、后端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信息工程 10

B4 上海楷领科技有限公司
cad\ead 工程师、后端开发工程师、

前端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3

B5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销售经理、项目实施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80

B6 上海仁义礼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Java 开发、前端开发

计算机科技和技术、软件

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

全

20

B7 上海飞轩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销售 电子类 3

B8 上海觅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媒体运营专员、营地导师、实习生、

活动执行专员
专业不限 20

B9 朋创新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系统开发、系统开发 电气工程自动化、自动化 9

B10
上海同盛物流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司设备技术员、子公司生产业务

类管理人员（控制员）

自动化、电气、机电、交

通运输、物流等相关理工

类专业

8

B11 海擎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财务助理、java 开发、招

聘助理、微信公众号运营、AI 产品助

理

专业不限 70

B12 上海智生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招聘专员、行政助理、项目助理 专业不限 30

B13 上海纳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现场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

控技术与仪器
4

B14 光硕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Vc++）、电气工程师、

视觉识别与处理（opencv）

软件工程、电气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3

B15 上海欣动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剪辑师、活动执行、编导 专业不限 5

B16 上海御渡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开发工程师、现场应用开发工程

师
电子相关 10

B17 上海泷洋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化电气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 5

B18 上海柏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合成研究员、化学药物分析员、

药物药品研发 QA

生物制药、食品质量与安

全
16

B19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制药技术人员、质量管理

QA、质量控制 QC、市场营销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市场营销、生物学、

微生物、药学及相关专业

27



B20 上海源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及细胞培养类产品销售、研究

开发工程师、实验员、QC 实验员、QA

生物学、药学、免疫学、

分析化学及相关专业
10

B21 上海鼎岳生物有限公司
QC 质量控制、实验室助理研究员、样

品管理员、QA 检查员

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生

物科学
24

B22 上海成途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机械设计工程师、助理电气工程

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

B23 方临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生物分析研究员 生物制药 10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202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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