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号

单位名称
单位
性质

单位资质 单位行业
工作
地址

岗位名称 需求专业
岗位
数量

天津 见习客户经理 市场营销及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5

天津 储备营销总监 市场营销及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总经理助理 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商务英语 1

天津 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 3

天津 翻译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商务英语 2

天津 文员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商务英语 1

天津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计算机、管理类 4

天津 出纳 只限会计专业 5

天津 总经理助理 专业不限 2

天津 文员 专业不限 10

天津 销售顾问 专业不限 10

4
周生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民营 9112010130077629XA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零售管理培训生 珠宝专业、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10

天津 电气设计工程师 机械设计及自动化、电子电气工程 3

天津 电气销售工程师 市场营销、电气机械等专业优先 2

天津 财务助理 财务、会计、经济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质量检验 理工类相关专业 2

天津商业大学2020届毕业生秋季大型双选会用人单位登记表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91440300565744680T

91120116097640521U

91120223MA05MGUB6L

91120111064011702P

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深圳市中旭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东禹机械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鹏驰宝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普传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1

2

3

5



天津 法务专员 法学（经济法、公司法、合同法） 1

天津 档案管理员 档案管理及相关专业 1

天津 会计 会计及相关专业 1

天津 食品研发 食品及相关专业 2

天津 品控 畜牧兽医、食品相关专业优先 4

天津 检验员 食品、化学相关专业优先 4

天津 制冷技术员 制冷及相关专业 1

天津 环境管理员 环保及相关专业 1

天津 市场营销与策划 市场营销及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及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10

天津 见习主管 管理类、经贸类、物流、会计 35

天津 行政人力 人力资源、公共管理、工商管理 5

天津 自动化工程师 自动化相关专业 3

天津 行政人事助理 经济、管理、马克思、社会学 5

天津 机械工程师 机械、模具、智能智造类 3

天津 财务实习生 财务专业 10

批发和零售业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制造业

911200007229645000

91120111586418091C

91120102340995374L民营

民营

国有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二商迎宾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童联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7

8

6



天津 储备管理 相关专业优先 8

天津 门店品类主管 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运营主管 相关专业优先 2

天津 业务主管 相关专业优先 3

天津
医药信息沟通专

员
医药、生物化工、市场营销 37

天津 学术专员 临床医学、药学相关专业 8

天津 产品专员 医药相关专业 4

天津 临床协调员 医药相关专业 2

天津
分子生物学
技术员

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技术相关专业硕士学历

1

天津
生物工业大客户

销售经理
生物技术、化工、医学 2

天津
生物试剂耗材
销售工程师

生物技术、化工、医学 4

天津 呼叫中心客服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差旅顾问 专业不限 5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

91120104712888933B

9132070070404786XB

91120111340908170X

91120000803061149B

民营

民营

民营

国有

天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普瑞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12

9

10

11



北京 工程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市场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研发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设计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成本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财务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人事 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法务 相关专业优先

浙江 行政储备 专业不限 5

浙江
生产/质量技术储

备
专业不限 10

浙江 人力资源 专业不限 1

浙江 销售 专业不限 5

天津 行政前台 公共管理、工商管理专业优先 2

天津 综合财务 财务相关专业优先 1

天津 出纳 财务相关专业优先 1

天津 法务专员 法学相关专业本科 1

天津 理财经理 金融、经济、市场营销 3

天津 HR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2

80建筑业

制造业

金融业

911201135693165522

91120104690688585K

91120000712806184T民营

民营

民营

金石（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银华泰企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15

13

14



北京 销售管培生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生物工程、制

药工程、生物技术、药事管理
20

北京 行政管培生 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 5

北京 财务管培生 会计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 4

北京 人力管培生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4

天津 超市/客户经理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10

天津 会计 财务管理专业 5

天津 摄影摄像师 相关专业优先 10

天津 平面设计师 相关专业优先 1

天津 文案策划师 相关专业优先 1

北京
产品营销类管培

生
市场营销类专业、视觉传达艺术 10

北京 职能类管培生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财务会计、国

际经济与贸易、物流管理
10

北京 奢饰品家居顾问 专业不限 10

20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三资 91120116687738385R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营销储备干部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电
子商务、食品科学与工程

4

天津 医药信息顾问 医药、生物、化工、营销 20

天津 学术专员 临床药学、药学、药理学 10

江苏 生产管理储备 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 10

江苏
人资、行政、财

务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统计学、财务

、会计、信息管理、计算机
10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和零售业

文化体育娱乐业

913207006083959000

91110115590698882H

91120102727529036N

91120101MA05TY336Y

91110105MA009PF85P民营

三资

国有

民营

民营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新龙(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威万（天津）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克拉斯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17

18

19

21

16



天津 住宅运营岗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商写运营岗 专业不限 8

天津 设备工程师 专业不限 6

23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911311007216760000 制造业 河北 营销代表 专业不限 20

24 天津老美华鞋店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911202227706105000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营销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天津 实习律师 法学专业 5

天津 商务专员 专业不限 5

26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6501006255516000 批发和零售业 全国 销售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30

27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00071821557X4 制造业 天津 专业不限 100

江苏 制冷设计师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2

江苏 制冷销售工程师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专业
5

江苏 制冷工程质检员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2

江苏 项目经理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3

29 天津物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749132646E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人力、工程、工商管理、电商、物流

、食品等相关专业
60

30 广东钻石世家国际珠宝有限公司 民营 914419007444999000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60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制造业

91120116103109404J

31120000300323290C

913205947244461000

民营

民营

民营

天津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罗维律师事务所

苏州百年冷气设备有限公司

22

25

28



31
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三资 91110105799950508Q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销售管培生 专业不限 20

32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668825360P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20

33 天津金麒麟金饰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2712924340F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管理培训生 珠宝、营销、市场等相关专业优先 10

天津 期权分析师 金融学、数量经济、数学 2

天津 农产品分析师 经济、金融、数学或英语 2

北京 财富管理专员 金融、经济、市场营销、中文 2

天津 人力资源实习生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相关专业 2

天津 客户经理 金融、经济、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10

天津 产业研究员 金融学、经济学、统计学、数学 2

35 天津市软件评测中心 国有 911201167440421000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津
软件开发/测试/
设计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50

北京 生物试剂销售 生物技术、细胞学、免疫学 10

广东 研发工程师 生物学、细胞学（硕士） 15

金融业

制造业91440300715244316L

91120000101162340Q国有

民营
深圳市达科为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一德期货有限公司34

36



北京 实验室分析师 化学、环境、食品类相关专业 10

北京
食品微生物实验

室分析师
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

学与工程
3

北京
有机气相、液相
实验室分析师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10

北京
食品、环境采样

员
食品类、环境类 15

北京
客服、报告厅专

员
食品类、环境类 10

北京
领域检测销售工

程师
食品类、环境类、营销类 10

天津 生产储备生
食品、生物、化学、机械、电气、自

动化、包装
11

天津 生产培训生
食品、生物、化学、机械、电气、自

动化、包装
3

39 天津肯德基有限公司 三资 91120000600531542Q 住宿餐饮业 天津
KFC/必胜客储备

经理
专业不限 12

40 天津细软知识产权科技有限公司 三资 91120118MA06X07231 租赁和商务 天津 知识产权顾问 专业不限 30

天津 管理类培训生

人力资源、财务类、经济、数理统计
、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审计、证
券类、法律、市场营销、国际贸易、
外语类、工业工程、工程造价、工程

管理、土木工程、管理类

100

天津 技术类培训生 物理学、化学、化工相关专业 100

天津
设备动力类培训

生

 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电气自动化、电气工程、过程控制

、热能与动力、动力工程
100

天津 人力资源实习生 专业不限 2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制造业

制造业

911202226906724000

91120118690693069E

911200001034137000

民营

民营

国有

谱尼测试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38

41

37



42 大商集团 民营 91210200241268278D 批发和零售业 辽宁
大商集团
储备干部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文秘专业、法律、管理学、广告学
、国际贸易、物流管理、市场营销、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管理、统计学、投
资学、金融学、经济学、商品学、服
装、陈列设计、建筑设计、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

30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招商专员
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相

关专业
5

天津 楼层管理
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经

营管理等相关
5

天津 VIP专服 专业不限 5

天津 IT专员 计算机相关专业 2

天津 新媒体运营 市场营销、设计、编辑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活动策划执行 设计类、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3

天津 成本会计 财会或成本核算等相关专业 2

上海 运营储干 物流管理、工商管理相关专业优先 10

上海 客户管理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相关专业优先 5

上海 营销顾问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工商管理 10

上海 产业互联网 计算机专业 3

交通运输业

批发和零售业911201016661344000

913101153013302000民营

三资乐宾百货（天津）有限公司

上海复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3

44



全国 融资租赁业务岗 财务管理专业 20

全国 风险控制岗 财务管理专业 5

上海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3

上海 财务会计专员 审计、会计或财务等相关专业 3

天津 销售协调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展、英语、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

天津 行政文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展、英语、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

天津 前厅部接待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展、英语、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

天津 餐饮部接待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展、英语、

市场营销、行政管理

47
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000663051415T 制造业 天津

法律、税务、财务、市场营销、国际
贸易、人力资源、旅游管理

80

48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三资 91120103722978529L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管理培训生 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1

50

租赁和商务

住宿餐饮业

91310000717854863X

91120116550370858A

三资

民营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圣光皇冠假日酒店

45

46



天津 招商管培生 专业不限 80

上海 咨询顾问 专业不限 3

上海 产业研究  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学 3

天津 内容运营 新闻、广告、文学 1

天津 产品专员 计算机、软件工程 2

天津 PHP开发 计算机、心理学、经济学 4

天津 前端开发 计算机、心理学、经济学 4

天津 运营专员 市场营销、传播学、广告学 6

天津 人力资源 工商管理、人力、心理 2

天津 信息专员 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管理 2

天津 财务专员 财务相关专业 6

北京 营销培训生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15

北京 电商运营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优先 10

北京 暖通销售工程师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热能与动

力专业
15

北京
暖通售后
技术支持

制冷相关专业 15

北京 财务助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 2

北京 综合文员 专业不限 5

北京 设计 视觉、平面设计相关 5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制造业

91120101300768601P

9111030259961389XB

民营

民营

谷川联行有限公司

北京格力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49

50



天津 文案 专业不限 3

天津 新媒体运营 专业不限 2

天津 抖音运营 专业不限 4

天津 手绘设计师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绘画、产品设计

等设计相关专业
3

天津 门店伙伴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市场营销 8

天津 视频剪辑师 动画等艺术类相关专业 3

天津 管理培训生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市场营销 4

天津 3D设计师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绘画、产品设计

等设计相关专业
2

天津 电商运营 电子商务、市场影响相关专业优先 3

天津 结构设计师 机械类、设计类相关专业 2

天津 短视频运营 专业不限 2

天津 试剂研发工程师 生物、医学、检验专业 5

天津 POCT研发工程师
生物化学、免疫学、生命科学或医学

检验相关专业
5

北京 软件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3

天津 机械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2

天津 电子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2

天津 试剂研发实验员 生物、医学、检验专业 3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911201187833314000

911201105503844910三资

民营
天津市金石雨珠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1

52



天津 信息化管理 IT信息化、网络安全相关 2

天津 质量管理 医药、中药及化工相关专业 3

54 沃尔玛（天津）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三资 91120000MA05JMXB55 批发和零售业 河北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10

天津 文秘  管理类、经管类专业 1

天津 地区医务代表 医学、医药相关专业 5

天津 地区商务代表 专业不限 5

天津 地区OTC代表 医药、市场营销专业 7

天津 市场部内勤辅助 管理相关专业 1

56 天津自如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102283512805000 房地产业 天津
市场服务专员
（自如管家）

专业不限 10

57 天津伊势丹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600564782G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外贸跟单 国际贸易专业 2

天津 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专业 5

天津 平面设计 设计类相关专业 5

天津 客服专员 专业不限 5

天津 机械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5

天津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10

天津 销售精英 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10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911201111030708000

91120000103069502J

911202225661177347

国有

国有

三资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乐仁堂制药厂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固诺（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53

55

58



天津 市场营运管培生 专业不限 4

天津 店面管理管培生 专业不限 4

天津 仓储物流岗 仓储物流类专业 4

天津 品控质量管培生 食品生物类专业 4

天津 储备干部 生物工程类专业优先 15

天津 营销专员 专业不限 15

天津 会务专员 会展策划专业 3

天津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5

天津 行政文员 专业不限 5

天津 会计助理 会计电算化或财务管理相关专业 5

天津 线上运营专员 专业不限 15

天津 财务分析助理
财会类、经济、金融、数学、统计、

计算机、英语类相关专业
15

天津 财务制度助理 财会类和ERP信息系统类相关专业 5

天津 商务顾问 专业不限 15

天津 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天津 商务代表 专业不限 15

天津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5

天津 电话客服 专业不限 20

农林牧渔业

租赁和商务

批发和零售业

农林牧渔业

91120103300680239W

9143010068282775XE

110000010948587

9112011660050259XW三资

民营

民营

国有

天津喜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荒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正大预混料（天津）有限公司

60

61

62

59



天津 海运业务员 专业不限 4

天津 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 4

天津 电气自动化 电气类相关专业 6

天津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专业 3

天津 机械设计 机械类相关专业 5

天津 会计 财会、审计、金融相关专业 3

天津 审计 会计、审计相关专业 2

天津 人才服务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 2

天津
人力资源服务专

员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 2

天津 人事部行政文员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 1

天津 商务部文员 不限专业 2

天津 金融文员 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 3

天津 科技服务专员 法律或知识产权相关专业 2

66
天津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

有限公司
国有 911201105626716000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津 管理储干 专业不限 6

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

租赁和商务

91120105MA06FRF11L

91610000220529109R

911201066906898000

民营

国有

民营

天津捷诺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青年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63

64

65



天津 会计 会计相关专业 2

天津 法务专员 法律专业 2

天津 材料工程师 电气、管道、暖通专业 4

天津 电气工程师 电气相关专业 6

天津 管道工程师 管道相关专业 6

天津 暖通工程师 暖通相关专业 6

天津 安全工程师 安全管理专业 6

山东 暖通工程师 20

山东 研发工程师 5

山东 销售工程师 20

山东 管理储备 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市场营销 5

天津 营运管理培训生 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管理 10

天津
商品部管理培训

生
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3

天津
人力资源部
管理培训生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3

天津 财务管理培训生 财务、审计相关专业 2

天津
小业态管理培训

生
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管理类 15

天津
市场营销部
管理培训生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
、管理类专业

1

70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 91110000678753882W 住宿餐饮业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50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建筑业

91120116754813198A

911201036630504000

91371400724953026A民营

国有

国有

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68

69

67

建环、机械、制冷、热动、暖通、给
排水、热动、建筑、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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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3

天津 品质工程师
电子类、工业工程、计算机、自动化
、机械电子、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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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6

天津 SMT/AOI编程 自动化、计算机相关专业 6

天津 软件开发工程师 软件工程专业 6

72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民营 914403001921191146L 制造业 天津
康哲药业医药

推广专员
化工、药学、制药工程、管理类专业 30

天津 体验店顾问 专业不限 50

天津 服务体验顾问 专业不限 30

天津 服务技术顾问 专业不限 20

天津 终端培训师 专业不限 10

天津 终端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 20

天津 生产外协 专业不限 1

天津 销售经理 专业不限 4

天津 销售助理 专业不限 4

天津 机械技术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30

天津 贸易专员 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小语种专业 30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91120116722953284H

91440300760478875Q

91120116586424061C

911202225751383000

国有

民营

民营

民营

海格欧义艾姆（天津）
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慧通商务有限公司

天津正大珍吾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71

73

74

75 制造业



天津 财务会计、出纳 金融、财会相关专业 5

天津 市场专员 化学、化工、环境、市场营销 5

77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914403001922197000 房地产业 天津 管培生 专业不限 445

78 天津海信广场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7893843000 制造业 天津 营运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天津 销售代表 不限专业 30

天津
电网规划

咨询师助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自

动化、测控、能动专业
20

天津 技术研究员 电气、电力系统、通信工程、能动 5

天津
软件/硬件
研发工程师

计算机、软件开发、物联网、电子信
息、通信、自动化

5

天津 职能岗 人力、管理、财务、会关专业 5

80 天津信誉楼百货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3MA05RMUN8L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管培生 相关专业优先 50

天津 机械维护保养 机械、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10

天津 设备研发 机械、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3

天津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专业 2

天津 资金出纳 财经专业 5

天津 会计核算 财经专业 5

82 天津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 三资 911200006005416000 住宿餐饮业 天津 餐厅储备经理 专业不限 20

电力业

制造业

911200007128334000

911200002396879000

91120222MA05MR5H6G民营

民营

民营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新瑞美（天津）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76

79

81

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



83 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2600907490N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门店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5

天津 总裁助理 3

天津 管理培训生 8

天津 客户经理 10

天津 售前工程师 10

天津 售前技术支持 10

天津 项目交付工程师 10

天津 售后运维工程师 6

天津 行政人事助理
项目管理、旅游管理、行政管理、工

程类、电子商务类优先
3

85 SMC（中国）有限公司 三资 9111030260002492XA 制造业 北京
机械工程、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相关

专业
50

天津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国际贸易、化

工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安全员 安全管理、化工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财务专员 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 1

天津 商标代理人 法学专业 5

天津 专利代理人 理工类专业 6

天津 知识产权BD 理工科、财会类、市场类专业优先 10

天津 科技项目申报 理工类、财会类专业优先 4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

91120222566143545A

91120116600551594Y

911201167182651000国有

民营

国有

天津天盛鼎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天津天保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87

84

86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经济、项
目管理、行政管理等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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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文员、助理 专业不限 6

天津 业务助理 专业不限 5

天津 技术储备 机械专业优先 10

天津 外贸助理 国际贸易、英语专业优先 3

天津 工艺员 专业不限 2

天津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库管 物流相关专业优先 2

89
瑞服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民营 91120101300480691Y 金融业 天津 综合服务柜员岗 金融相关专业 若干

90 薪得付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外资 310115400161474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津 人力资源助理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若干

安徽 营销管培生 相关专业优先 若干

安徽 新媒体推广 相关专业优先 若干

全国
运营线--储备干

部
专业不限 20

石家庄
职能线--储备干

部
专业不限 5

石家庄
商品线--储备干

部
专业不限 9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和零售业

9112010474665369XF

91341600151944818R

91350000158175863D

国有

国企

民营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

三福百货有限公司

88

91

92



全国 销售人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全国 办公文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全国 总经理助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全国 公共关系专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全国 技术支持 机械、计算机、自动化、电气 若干

北京
青岛

合同/行政/人事 统计相关专业 若干

北京
青岛

接待客户经理 统计相关专业 若干

北京
青岛

财务/会计专员 财务、税收、会计相关专业 若干

北京
青岛

平面设计、视频
编辑

设计相关专业 若干

94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 9112011674912841XT 制造业 天津 产品经理 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 若干

天津 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采购专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媒介专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SEM/SEO专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视频编辑 影视相关专业 若干

天津 新媒体营销专员 专业不限 若干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制造业

制造业

9137021476672036XU

911201127275029293

91120222300652238N民营

民营

民营

青岛三利中德美水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亚铁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拓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今日头条天津运营中心）

96

93

95



天津 授薪律师 法学相关专业 10

天津 实习律师 法学相关专业 20

天津 行政助理 法律或文秘专业优先 10

天津 实施顾问 财会类或信息管理类相关专业 8

天津 客户经理 管理类、财会类、计算机 5

天津 伙伴发展经理 管理类、计算机类、营销类专业 2

天津 开发顾问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3

9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民营 91310000786713482M 金融业 天津
储备综合金融客

户经理
相关专业 30

天津 实习主持人 影视编导、传媒、播音主持 若干

天津 播音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门店营业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检票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收银员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技术岗位 若干

天津 操作岗 若干

工程造价、安全工程、电气自动化专
业、会计学、石油工程、英语、自动

化仪表、建筑安装、机械工程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建筑业

31120000666108851G

9112011659474880U

91120116328633709M

91120116730377483C

民营

外商投
资企业
法人独
资

民营

国有

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

天津市金蝶软件有限公司

天津亿利金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97

98

100

101



天津 会计助理 会计专业 若干

天津 平面设计 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若干

天津 管培生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经理助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网络策划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人事经理助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储备主管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电商运营 电子商务 2

天津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3

天津 产品运营专员 专业不限 2

天津 产品专员 专业不限 1

天津 编辑 广播电视编导、思想政治教育 10

天津 新媒体 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编导 5

天津 数据分析 应用统计 5

天津 内容运营 广播电视编导、思想政治教育 5

天津 Java研发工程师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天津 应届毕业实习生 专业不限 5

天津 产业部客户经理 经济、金融相关专业 5

天津
期货互联网营销

专员
专业不限 5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91120104MA05M2MX7D

911201103287104958

91120116586419887T民营

国有

民营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营业部

天津众赢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电视有限公司103

104

102



天津 海运销售 专业不限 5

天津 海外市场联络员 专业不限 1

天津 销售顾问实习生 专业不限 5

天津 服务顾问实习生 专业不限 5

天津 机修技师实习生 专业不限 5

天津 市场实习生 市场营销、动画平面设计相关专业 2

107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91370100761855185Q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天津 管培生 专业不限 5

天津 财务部助理 财务相关专业 2

天津 内勤 管理类相关专业 3

天津 雏鹰计划 专业不限 3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30

天津 教师 专业不限 50

天津 全职教师 数学、语文、英语、计算机相关专业 20

天津 新媒体运营 专业不限 5

天津 英语老师 数学、语文、英语、计算机相关专业 5

天津 学服专员 专业不限 4

天津 网络营销 专业不限 5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10

天津 专业课讲师
管理学、经济学、财务会计、机械、

通信工程、机电一体化、化工
10

教育

交通运输业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911202227491041275

9112011678639993XH

91120000681876453Q

91211103MAOQECP25A

52120113712945694K
其他教
学单位

民营

民营

国有

民营

天津港集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天津百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信天津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鸿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精通职业技术专修学院110

105

106

108

109



111 天津天河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1673736899J 房地产业 天津 客服专员 物业管理或其他相关专业 15

天津 软件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5

天津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或相关专业 2

天津 销售岗 计算机软件或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3

天津 算法工程师
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机器智能、

模式识别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学科教师 专业不限 30

天津 课程顾问 专业不限 30

天津 学习顾问 专业不限 30

天津 市场专员 专业不限 20

天津 技术与生产部 4

天津 质量部 2

天津 物流部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电子商务、仓

储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销售部
市场营销、品牌管理、销售管理、电

子商务等专业
2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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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5
城市社区服务集团（西安）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
城镇社
区

91120103MA06HXCR2Y 租赁和商务 天津 储备店长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互联网、金

融、国际营销等相关专业
10

116 北京狸米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10105336414688B 教育 北京 小学辅导老师 专业不限 30

教育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91320505MA1MK13C82

9112010430072211X4

91330101063999413M

民营

民营

民营

苏州万店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优胜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

杭州欧策科技有限公司

112

113

114

电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材料化学、精工化工、汽车工
程、机械设计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

等相关专业



天津 网络推广顾问 专业不限 20

天津 客服顾问 专业不限 20

天津 审核专员 专业不限 10

天津 销售顾问 专业不限 5

天津 管培生 工商管理专业优先 4

天津 通信工程督导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相关专业 5

天津 通信工程文员 专业不限 5

天津 CAD绘图员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相关专业 2

天津 木作设计师 产品及环艺设计专业优先 4

天津 品牌专员 不限专业 1

天津 会计助理 财务相关专业 1

天津 家居销售顾问 财务相关专业 3

天津 销售工程师助理  市场营销、化工、机械相关专业 3

天津 财务助理 会计、财务、经济学相关专业 3

北京 销售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96

北京 技术服务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12

天津 实验室检测员 生物、食品、农学、环境、化学 5

天津 销售工程师 生物、食品、农学、环境、化学 5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91120103660307294Y

911201160941018000

911101086656289355

91120113MA05YD5G55

911201165864489000

91120118MA06HTJK9J

91120116MA06W4024L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三资

民营

天津市欧派爱家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严检测（天津）有限公司

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鸥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九洲合纵科技有限公司119

120

121

122

123

117

118



天津 管培生
木工程、材料学、化工、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10

天津 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相关专业 2

天津 销售工程师 建材、工程等相关专业 10

天津 技术专员 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2

北京
跨境电商运营专

员
专业不限 10

北京 图案设计师 设计类专业优先 5

北京 服装设计师 设计类专业优先 5

北京 产品开发专员 理工专业优先 5

北京 人事专员 专业不限 1

北京 海外推广专员 专业不限 2

天津 IT工程师 计算机专业相关 1

天津 新媒体运营专员 专业不限 2

建筑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91120000MA06F32U06

91120116300574540G民营

民营卡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哲博百众（天津）科技有限公司125

124



天津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 2

天津 销售内勤 管理类、营销类、药学类相关专业 2

天津 销售业务员 药学类、营销类、管理类相关专业 8

天津 QC 药学类相关专业 4

天津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国贸相关专业 2

天津 推广专员 市场营销、药学、中药学相关专业 2

天津 管理培训生 市场营销、药学、中药学相关专业 4

天津 中药材采购助理 中药学、药学相关专业 4

天津 行政专员 专业不限 2

天津 市场营销代表 专业不限 5

天津
Android研发工程

师
计算机、电子、通信相关专业 2

天津 文员 计算机、电子、通信专业优先 5

天津 工程安装工程师 计算机、电子、通信类、机械自动化 3

天津 研发助理 电子信息、计算机相关专业 2

天津 会计助理 会计相关专业 2

天津 产品检测员 电子信息、通信专业 3

天津 插画设计师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插画相关专业 2

天津 人工智能编程 计算机专业优先 15

全国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120

全国 市场活动策划 市场营销类、新闻、中文专业优先 30

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教育

9112011658975869XN

91120116792509496W

91120101MA05PK6N96

民营

民营

民营

盛实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童程童美科技有限公司

126

127

128



天津 公寓管家 酒店管理专业 2

天津 甲方代表 工程管理专业 1

天津 运营专员 法学、管理类、经济类相关专业 1

天津 风控专员 法学、管理类、经济类相关专业 1

天津 储备干部/管培生 统计、经济、计算机、管理类 10

天津
数据处理（数据
分析/软件实施）

工程师
计算机、数据库、软件类专业优先 4

131 北京九公山长城纪念林有限公司 民营 911101167467478481 中国纪念园产业 北京 管理培训生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市场营销、工

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2

天津 市场营销 专业不限

天津 客户经理 专业不限

天津 经理助理 专业不限

天津 客服 专业不限

133 嘉富瑞华实业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222MA05WRBH92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津 总经理助理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金融
学、经济统计学、管理科学、工程管
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财政

学、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

5

134
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民营 91120102091577963M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津 管理储干 专业不限 6

天津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相关专业

天津 采购业务员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相关专业

天津 销售业务员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相关专业

天津 生产管理员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相关专业

135 5制造业911202245661281859民营勇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132 天津润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1MA06HMN6B 住宿餐饮业

建筑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91120111741395708M

91120221MA05MR0569

国有

民营

天津市赛达伟业有限公司

天津博和利统计大数据有限公司

129

130



天津 会议操作 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专业优先 4

天津 策划 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专业优先 2

天津 展览 会展、旅游、工商管理类专业优先 4

天津 管培生 专业不限 20

天津 执行策划 专业不限 10

天津 内业文员 专业不限 10

天津 新房置业顾问 专业不限 20

138 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三资 91120000600909007L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 油站经理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天津 餐厅服务员 专业不限 8

天津 销售协调员 专业不限 2

天津 前台预订员 专业不限 2

天津 前台礼宾员 专业不限 3

天津 前厅部前台接待 专业不限 5

房地产业91120116671460227J

文化体育娱乐业911201035661222776民营136
中青旅罗根（天津）国际商务会展

有限公司

民营天津易居金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137

住宿餐饮业911201162387907439国有天津泰达酒店投资有限公司139



全国 市场营销管理
市场营销、经济类、管理类、理工类

优先
若干

全国 大客户销售管理
暖通类（空调方向）、市场营销、理

工类
若干

全国 线上电商运营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广告学、新闻

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
若干

天津
客户服务销售经

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大项目销售经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技术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若干

北京 人力行政管理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相关专业优先 14

北京 财务管理 会计、金融相关专业优先 6

北京 生产管理 专业不限 30

北京 品牌推广 设计相关专业 6

北京 东航物流 物流、国际贸易相关专业优先 50

天津 工程类 机电、土建、暖通 若干

天津 职能类 电气、广告、效果 若干

天津 工程类 成本造价、采购、商贸 若干

14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国有 91440000324972885Y 金融业 天津 客户经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制造业91370200264574251E民营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140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91120000MA05K2057Y民营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141

91110302MA01H15K97 教育142
北京恒成华安航空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

天津嘉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143 91120104MA06ADBD97民营 建筑业



北京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计算机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销售顾问 市场营销、经济管理相关专业优先

北京 保险理赔顾问 汽车维修相关专业

北京 客户关系专员
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文

秘相关专业

北京 服务信息员 文字数据处理类相关专业

北京 财务收银 财务专业、会计专业

北京 前台文员 秘书相关专业

天津 店长助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人事助理 人力资源专业优先 若干

天津 储备店长MBA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若干

天津 审计专员 会计、审计、数理统计、计算机 若干

全国 医学信息专员
医学、药学、护理、分子生物学、临

床医学专业
若干

北京
南京

助理产品经理 专业不限 若干

南京 药物管理师 药学相关专业 若干

南京 实验技术员 医学检验、分子生物学专业 若干

批发和零售业91120116600906498D三资天津家福商业有限公司146

北京运通博裕丰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5

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91320117MA1NFAEP2M

民营

民营147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30 制造业91110302752154520M



天津 生产质量类 工业工程、机电类、焊接类 17

天津 工程技术类
机械工程类、控制工程、电气自动化

、汽车电子等相关专业
5

天津 工业设计类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视觉传达 3

149 天津市通盈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075901452U 制造业 天津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类相关专业 若干

150 天津天兴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1MA06Q5MQ06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天津 区域销售经理 化工、药学、制药工程、管理 4

天津 机械、电气设计 理工科专业 2

天津 采购担当 机械相关专业 1

天津 总务担当 日语专业 1

152 利达粮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6061232868P 住宿餐饮业 天津

天津 新媒体运营 广告、市场营销、新闻、动物医学 若干

天津 数据分析
市场营销、动物医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电子商务专业优先
若干

制造业民营 91120110578312430P新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151

天津涵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06MA06B05W62 批发和零售业153

91120116794992944P民营天津新日机电有限公司148 制造业



工艺工程师 生物、医药、化工、化学 5

设备工程师 机电、自动化、机械、化工设备 20

环境工程师 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4

安全工程师 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4

质量工程师 生物、医药、化工、化学 4

物流工程师 物流、贸易等相关专业 5

电气工程师 机电、自动化、机械、电气 10

IT工程师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4

商务经理 专业不限 3

采购工程师 专业不限 4

人力专员 专业不限 2

行政专员 专业不限 2

财务专员 财会类相关专业 2

天津 高潜质人才储备 食品、生物、机械、化工类 20

天津 质检员 食品、生物、机械、化工类 5

天津 销售工程师 食品、生物、机械、市场营销 10

天津 工艺工程师 化工机械、精细化工、食品、制药 2

天津 财务管理 会计或金融类专业 2

天津 内勤 旅游管理相关专业 若干

天津 销售 英语、日语、旅游管理、市场营销 若干

民营华熙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民营
龙旅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第三分公司
156

9112000060090728XX民营天津春发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1120116MA06E3EB60154

制造业155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91120105MA05J1MN63

天津制造业



157
易希华永供应链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8MA05UCBU36 交通运输业 天津

内蒙古 质量研发
应用化工、化学制药、药学、制药工

程、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8

内蒙古 中控化验
分析与检验（药分方向）、药物分析

、生物制药、微生物
10

内蒙古 生产技术
化工、化学、药学、制药工程、生物

制药、机电一体化、机械
18

内蒙古 销售QA（翻译） 药学英语等相关专业 2

内蒙古 产品研发
应用化工、化学制药、药学、制药工

程、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8

内蒙古 生产QA 化工、制药相关专业 8

内蒙古 质检QC
分析与检验（药分方向）、药物分析

、生物制药、微生物
10

内蒙古 设备管理 自动化、过程控制、机械类 15

159 天津远大兴辰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民营 91120113MA07722347 制造业

制造业91150800797175755Y三资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