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企业概况
及高校毕业生需求信息

山东·荣成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宋军光 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jgsong@prinxchengshan.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研发类岗位
机械类、高分子材料、力学、
物理学、化学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20 4500-8000

营销类岗位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数学、统计学、英语、西班牙
语、俄语等

本科及以上 5 4000-7000

质量管理类 专业不限 本科及以上 2 4000-7000

供应链管理类 物流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5 4000-7000

财务管理类 财会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2 4000-7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13506306950

山东省荣成市南山北路98号

企业简介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源于1976年，是一家专注于轮胎研发、制造、销售，
提供轮胎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现代化企业，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轮胎企业之一。2018年10月9
日，浦林成山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1809.HK。
    产品包括乘用车轮胎、商用车轮胎、工业轮胎、农业轮胎及特种车辆轮胎五大系列，
旗下拥有四大品牌，包括中高端品牌“浦林（Prinx）”及驰名品牌“成山（Chengshan）
”、“澳通(Austone)”与“富神（Fortune）”。依靠先进的理念和过硬的品质，公司产
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拥有覆盖全球主要轮胎市场,成熟全面的销售网
络,截至2018年,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400多家优秀经销商，销往全球六大洲，1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并与众多汽车制造商建立了成熟的直销渠道,包括中国重汽、江铃汽车、中国一汽
、东风柳汽、上汽红岩等,超过24家汽车制造商使用浦林成山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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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郑莹莹  招聘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cbgs@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营销总监 房地产营销 本科及以上 1 薪资面议，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通补助

总工程师 建筑设计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1 薪资面议，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通补助

精装工程师 建筑、装饰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1 薪资面议，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通补助

成本工程师 建筑工程、预算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1 薪资面议，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通补助

置业顾问 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 10
底薪4000元/月+提成，提供食宿，节日福
利，交通补助

市场渠道经理 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 10
底薪5000-10000元/月+绩效+提成，提供食
宿，节日福利，交通补助

视频编辑 新闻媒体及文秘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1
底薪3000-4500元/月+绩效+提成，提供食
宿，节日福利，交通补助

炒锅厨师 厨师及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 2
5000-5500元/月，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
通补助

砧板厨师 厨师及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 2
2800-4000元/月，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
通补助

餐厅收银员 计算机、财务等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 2
2800-4000元/月，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
通补助

餐厅服务员 酒店餐饮服务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 6
2800-4000元/月，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
通补助

行政文员 文秘及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1
4000-4500元/月，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
通补助

电商销售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大专以上 2
底薪+提成，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通补
助

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及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1
3000-5000元/月，提供食宿，节日福利，交
通补助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8年，经营范围涉及海洋捕捞、海洋食品加工、建筑工程、房地产
开发、工业制造、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七大产业，总资产达150亿元，员工1.2万人，年销售收入近
百亿元。
    公司现拥有国内注册商标100余件，国际注册商标3个；山东省著名商标3个、名牌产品3个、服
务名牌5个；共拥有授权专利121件；5项产品获得国家五部委认定的“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公
司承担了3项国家级标准化示范项目，7项省级标准化示范项目；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牵头制定
地方标准2项；现有ISO管理体系认证企业7家、BRC体系2家，HACCP管理体系3家、MSC及清真认证各
1家；公司还建有2处省级创新平台和3处市级创新平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
    集团先后获得“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全国最佳经济效益民营企业”、“全国
出口创汇先进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山东省文
明单位”、“山东省百强民营企业”、“山东省诚信企业”等荣誉称号。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

13176309577

荣成市斥山街道双山东路599号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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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秦女士 人事专员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zhaopinsd@dynemed.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中心工艺员 药学相关专业 大专 2
薪资面议、周末双
休、法定节日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质量储备 药学、化学相关专业 本科、研究生 15

药品生产技术岗 药学、化学相关专业 本科、研究生 10

药物分析研究员 药学相关专业 研究生 5

药物制剂研究员 药学相关专业 研究生 2

药物合成研究员 药学相关专业 研究生 2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薪资面议、五险一
金、周末双休、法
定假日、丰厚节日
礼金、节日礼品、
年终奖金、年度调
薪、带薪年假、生
日福利、专业培训
、良好工作氛围等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631-7606261

山东省荣成市富源南路18号

企业简介

    达因药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儿童用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始终坚持“使
千千万万中国儿童健康强壮”的企业使命，专注于儿童健康领域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公司主
要股东为由山东省国投控股的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915）、山东
省荣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研究所等，下设全资子公司北京
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和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现有产品主要涉及儿童药品、儿童保健营养食品领域，形成了以“儿童保健和治疗
领域”为核心的儿童健康产业布局。位于山东荣成的生产基地占地400余亩，整个基地的设
计布局完全按照儿童专用药品的研发生产需要设计，剂型涵盖了口服液、滴剂、颗粒剂、口
腔崩解片、透皮制剂、软膏外用等儿童适宜剂型。公司软胶囊车间和颗粒制剂两条生产线通
过澳大利亚TGA认证，生产质控与国际接轨，为公司国际化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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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张海英 办公室副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djt7382260@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财务 财务相关 大专 5
薪酬面议，节日福利，
社会保险，职业晋升

质检员 食品检验、化验相关 大专 1
薪酬面议，节日福利，
社会保险，职业晋升

化验员 食品检验、化验相关 大专 1
薪酬面议，节日福利，
社会保险，职业晋升

外轮理货员 不限 大专 4
薪酬面议，节日福利，
社会保险，职业晋升

安全管理员 不限 大专 1
薪酬面议，节日福利，
社会保险，职业晋升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6年，坐落在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市石岛管理区，与日
本、韩国隔海相望，是一个集国家一类开放港口经营、水产品及食品深加工、远洋捕捞、
国内外陆海运输、舶舶修造、建筑房地产、休闲度假等七大产业板块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集团企业，下辖20多个独立核算企业，现有职工4000余人，总资产80亿元，年营业收入40
亿元，利税4.5亿元。企业先后获得“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
业出口示范企业”、“山东省诚信企业”、“渔业企业20强”、“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
先进单位”、“威海市海产品精深加工先进企业”、“创业明星企业”等荣誉称号。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

13061113308

荣成市石岛区黄海南路118号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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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明伟 副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dj8008@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食品研发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及以上 10
5000-8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食品检测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科及以上 5
4000-5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水产研究 水产养殖 本科及以上 10
5000-8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法务员 法学 本科 2
5000-6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信息员 计算机及软件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2
4000-5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审计员 财会 本科 2
4000-5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人事专员 不限 专科及以上 1
3500-5000，五险一金，

免费提供食宿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0631-7438008

荣成市 虎山镇 

企业简介

    好当家集团创建于1978年，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已发展成一处集水产养殖、食品
加工、远洋捕捞、热电造纸、滨海旅游等产业为一体的大型国家级企业集团。现拥有直属企
业50多处，控股国内A股上市公司一家，企业职工6000多人，固定资产达100亿元。
    公司是全国农产品加工出口示范单位、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中国专利山东省明星企业、全国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全国水产养殖标准化示
范区。“好当家”海洋食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好当家注册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公
司拥有全国最大的海参养殖基地，拥有15处食品加工企业，主要生产“好当家”系列海洋食
品、保健品。好当家刺参已连续12年获得有机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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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顾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8863109161@139.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船舶设计员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本科及以上 5

电气岗位 电气工程、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5

机械制造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本科及以上 5

设计员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及以上 5

4500起+五险一金+年终
奖+入股分红+工会福利
+职工补充保险+带薪休
假+周末双休+免费查体

+提供食宿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黄海造船有限公司

13371182512

荣成市石岛黄海中路18号

企业简介

    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坐落在山东省东南端的荣成市石岛，濒临黄海，与日、韩隔海相
望，附近有国家著名4A级旅游风景区——石岛赤山，交通便利、风景秀丽。公司始建于
1944年，1964年企业更名为“山东省黄海造船厂”，成为全国八大渔轮修造厂之一。1999
年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定名为“黄海造船有
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11亿元，资产总额34亿元，占地面积80万平方米。具有ISO9001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及军工建造资质。可修造50000DWT以下各种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船舶。公司具有年造船60万吨的能力；在大洋性和过洋性渔船建造方面，
年可建造交付远洋渔船400艘，设计及建造能力居国内首位。是省政府确定的“创建山东省
优质产品生产基地龙头骨干企业”和山东省首批远洋渔船研发与制造基地，并获评国家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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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商校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jhjt001@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文秘 文秘 专科及以上 2 薪酬面议

电子商务 不限 专科及以上 1 薪酬面议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专科及以上 2 薪酬面议

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 专科及以上 5 薪酬面议

工程预算、监理 建筑工程管理 专科及以上 2 薪酬面议

系统维护员 计算机、网络 专科及以上 2 薪酬面议

机电一体化 机电设备设计、安装、调试 专科及以上 10 薪酬面议

船舶工程 船舶动力设计与安装 专科及以上 20 薪酬面议

船舶电气 船舶电气设计与安装 专科及以上 20 薪酬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靖海集团有限公司

0631-7461077

荣成市人和镇沙窝岛

企业简介

    靖海集团位于山东省荣成市沙窝岛，成立于1978年，职工5000人，固定资产50亿元，
现已形成远洋捕捞、水产品精深加工、船舶修造、海水养殖、渔港贸易、休闲渔业等六大
产业格局，沙窝岛中心渔港区域于2016年被农业部批准为沙窝岛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公司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省级文明单位”等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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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宋大威 人事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conor.song@goertek.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产线工人 不限 中专以上 200
与正式工同岗同酬，平均月薪
4000以上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产线工人 不限 中专以上 200
月5000-7000元，包住有餐
补，保险及各种补贴齐全

设备调维技师
机械，电气自动化等相关
专业，有电子行业设备维
护维修经验

大专以上 10
月6000-10000元，包住有餐
补，保险及各种补贴齐全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歌尔科技有限公司

15688708650

荣成市歌尔电子工业园

企业简介

    荣成歌尔科技有限公司为歌尔股份旗下全资子公司，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
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主要从事声学、光学、微电子、精密结构件等精密零组件，虚拟/增
强现实、智能耳机、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智能硬件，以及高端装备等产品的研发、制造与
销售。目前已在多个细分领域占据行业领先地位。自上市以来持续保持高速成长，年复合增
长率达40%以上。
    目前歌尔的微型扬声器/受话器、微型麦克风、虚拟/增强现实、游戏手柄出货量居全球
第一，有线/无线耳机、智能穿戴产品等出货量全球领先。
    公司在潍坊、青岛、东莞、昆山、南宁、荣成、越南、丹麦等地设有制造基地，目前已
与消费电子领域的国际知名客户达成稳定、紧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Goertek愿景：成为受尊敬的全球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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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文博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taixiangjituanhr@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食品检测 生物工程、化学、食品检测等 本科 10 待遇面议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招投标项目经理 专业不限 本科 1 待遇面议

销售经理 市场营销 本科 3 待遇面议

设备研发 机械自动化、机电等相关 本科 3 待遇面议

食品检测 生物工程、化学、食品检测等 本科 1 待遇面议

成本专员 统计学、数学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1 待遇面议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泰祥集团

0631-7332289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工业园

企业简介

    泰祥集团是一家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食品企业，始建于1994年，位于山东省荣
成市石岛管理区。集团公司秉承“质量是泰祥人的饭碗，信誉是泰祥人的存款”经营理
念，弘扬“食品事业功德无量”的立业精神。集团公司现有职工4000多人，公司产品主要
包括鱼、肉、蛋、菜、薯、虾、贝、藻，蒸、煮、炸、熏、烤、晒等多种形式的冷冻调理
食品和常温食品。产品主要出口日本、韩国、欧美、澳大利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国内
已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等地区营销。
    集团公司坚持科技发展、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培养组建人才队伍。凭借科技研发
方面的长期投入，2007年集团公司被认定为“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先后获准设立“学
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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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龙晓涛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xiaotao.long@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造船培训生 专业不限 中专及以上 100
带薪培训(3个月)：3400+
转正后月综合工资： 4000-8000元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造船培训生 专业不限 中专及以上 100
带薪培训(3个月)：3400+
转正后月综合工资： 4000-8000元

韩语翻译 韩语专业 本科及以上 5 4000+

心理咨询师 心理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1 45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

0631-7738888
15854655955

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39号

企业简介

    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跨国企业集团，同时也是上市企业全球500强，三星集团包括众
多的国际下属企业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服务、重工业、医疗、生物制药等众多领域。
三星重工业株式会社系全球第二大造船企业，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国的两
大造船基地之一，成立于2006年3月，总投资额1.437亿美元，占地3000余亩，主要经营大型
集装箱船、液化气船、钻井船、大型油轮等高附加值船舶的分段制造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
海洋结构物制造，年生产能力达30万吨，产品全部出口。
    公司位于素有“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称的威海，工厂建立在荣成俚岛，交通
便利，距威海机场30公里、火车站40公里，距荣成市区15公里。
现已通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体系等认证，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环境管理、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认证体系。
    公司也将继续投身公益事业，扩大再教育、环保、农村建设、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援力
度，使公司成为真正受周边地区尊敬和爱戴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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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姜雨杉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617072618@qq.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智能设备技工 制药、食品、药学 专科 50 30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检测员
药学、食品、生物制药、微生
物学、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

本科 10

质检员
食药监管、食品、药学、食品
安全、生物制药等相关专业

本科 10

采购专员 食品、药品及生物相关专业 本科 2

质量体系审核
认证专员

工商管理、文科类、英语专业
或者食品等相关专业

本科 2

产品研发员
食品、生物、化学、药学相关
专业

硕士 5
硕士6000-10000+
  博士15000+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营养保健食品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拥有占地近150亩，8万余平米的两大生产厂区，员工900
余人，可生产软胶囊、硬胶囊、片剂、粉剂、丸剂、颗粒剂、口服液、滴剂、瓶饮、软饮等多
剂型产品，日生产能力达90万瓶（盒、袋），可生产营养保健食品2000余种，自有保健食品批
准文号355个，是国内规模较大的营养保健食品生产工厂。
    公司通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HACCP认证、NSF认
证、BRC认证，美国FDA注册，欧盟水产品注册，社会责任Smeta认证等在内的多项资格注册和
认证，与国外数百余家客户合作，产品出口全球65个国家。
    建有“山东省鱼油系列保健食品工程实验室”、“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海洋
特色膳食营养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一企一技术中心”、“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等创新研发平台。

岗前、岗中带薪培训、餐补津贴、免费住宿（空调、暖气）、生日福利、节日福利、产品福利、春节往返路费、
团队拓展旅游、员工体检等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562137966

荣成市天鹅湖经济技术开发
区成大路552号

企业简介

岗前、岗中带薪培训、带薪年假、五险一金、餐补津贴、司龄津贴、学历津贴、职称津贴、租房补贴、免费住宿
（空调、暖气）、生日福利、节日福利、产品福利、春节往返路费、结婚礼金、团队拓展旅游、员工体检等

4000-5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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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宋伟  人力资源部部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lrs2016@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计工程师
电机、机械、自动化、电气、
材料、力学、成型等相关专业

大本 5 4000-15000，五险一金

销售工程师（男）
电机、机械、自动化、电气、
材料、力学、成型等相关专业

大专 8 4000-15000，五险一金

文秘（男） 文秘相关专业 大本 1 3000-5000，五险一金

驻外会计（男） 会计相关专业 中专 2 3000-5000，五险一金

售后服务（男） 不限专业 中专 10 3000-5000，五险一金

机械加工操作工 数控、机电等相关专业 中专 20 4000-9000，五险一金

电焊工 电焊焊接相关专业 中专 2 3500-5000，五险一金

工艺钳工 钳工相关专业 中专 2 3500-5000，五险一金

嵌线出线工 不限专业 中专 20 4000-9000，五险一金

组装工 不限专业 中专 10 3500-5000，五险一金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华力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631-7582428

山东省荣成市荣昌路9号

企业简介

    山东华力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70年，经过持续稳步发展，已成为集科研、生产
、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公司下辖荣成崂山工业区、荣成工业新区及苏州工业
新区三处制造企业，年生产能力120万台、2000万KW，是全球电机行业具有规模和实力的制造
企业之一。
    华力集团技术力量雄厚，建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构建起以低压电机为支撑，高压、低压大功率、特种电机为发展方向的产品格局。产品涵
盖了YE4系列、YE3系列、YE2系列、HM2系列、YBX3系列、YFB3系列、YBK3系列、YBBP系列、
YB3系列、YVF3系列、YVF2系列、YVF系列、YKK系列、YKS系列等(通用、防爆、船用、起重、
冶金、变频、高压、风力发电等)40多个系列11000多个规格，是全球品种、规格齐全的电机制
造厂家之一。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建立起完善的质量、环境管理体系，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CCC、CQC、CE、UL等多项认证认可。
     公司坚持“占科技高点、拓全球市场”的发展战略。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建立起仓储
式销售分公司，形成了快捷、高效的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产品同时销往欧洲、亚洲、非洲、
美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规模及综合经济效益位居全球电机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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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张筱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cblzx@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博士后科研人员 水产、海洋、化学、机械 博士 1 五险，8000-10000

天然色素提取研发 化学工程 硕士 1 五险，5000-6000

微生物研发 生物工程、发酵工程 硕士 1 五险，5000-6000

水产研发人员 水产 硕士 1 五险，5000-6000

检测化验 生物、微生物、食品、化学、环境 大专及以上 3 五险，3000-5000

水产技术助理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 五险，3000-5000

文秘 汉语言，行政管理 大专及以上 1 五险，3000-5000

市场营销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 五险，4000-8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寻山集团有限公司

0631-7656678

荣成市寻山路590号

企业简介

    寻山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荣成市，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现有职工
3600多人，总资产21亿元，确权海域10万亩。涉及海水育苗与养殖、海洋食品加工、海藻生
物提取、海藻肥、微藻养殖和保健品加工、休闲旅游、锻压制造、房地产开发及矿泉水、酒
业等10多个产业。
    公司拥有6000平方米的技术研发中心，主要从事海水育种、养殖及加工、提取等方面的
研究和开发。先后被国家批准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站，是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
海洋所及水科院黄海所等科研院所科研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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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曲宏山 人事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zhaopin@bodelong.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会计 会计相关专业 大专 2
薪酬面议，免费食
宿，缴纳社保

经理助理 不限 大专 3
薪酬面议，免费食
宿，缴纳社保，年

终奖

业务员 不限 大专 5
薪酬面议，免费食
宿，缴纳社保，年

终奖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波德隆集团有限公司

15106319919

荣成石岛管理区

企业简介

    山东波德隆集团位于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毗邻北方第一大渔港——石岛港，处
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最前沿地带。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远洋捕捞、冷链物流
、水产加工、鱼粉生产、船舶修造、港口服务、物业服务、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及建
筑检测等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企业。公司拥有直属企业16家，职工3000多人，总资产
达20亿元，年创收入25亿元，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拥有3支大型远洋捕捞船队，常年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及非洲西部海域进行
生产作业；拥有4处水产品精深加工车间，主要生产加工冷冻鱿鱼系列、烘干鱿鱼系列、鱿
鱼串系列等畅销产品；建有3处大型冷冻物流库，储存能力达15万吨，是名副其实的水产品
冷链物流集散基地。公司同时还拥有2处专业渔业码头，常年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类渔船
提供船舶停靠、渔获物卸载、加油加冰加水、渔需物资配套、生活物资补给、船舶上坞维
修等服务，形成了一站式的服务模式。
    公司重视人才培养，始终坚持用愿景目标激励人，用发展平台培育人，用情感、待遇
和事业留住人，努力为员工提供实现事业理想的平台，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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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李钰琳 人事专员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weidaohr@weidaofoods.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生产管理 食品、管理类、财务管理 本科 4 4000-80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会计学等 本科 2 4000-8000

营销业务 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管理、食品 本科 3 4000-8000

品管、研发 食品、管理类、英语 本科 4 4000-8000

设备、动力 自动化、电气、机械类 本科 4 4000-8000

仓储、采购 食品、物流、供应链管理类 本科 2 4000-8000

安全、人事 安全类、人力资源、管理类 本科 2 4000-80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生产管理 食品、管理类、财务管理 本科 4 4000-80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会计学等 本科 2 4000-8000

营销业务 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管理、食品 本科 3 4000-8000

品管、研发 食品、管理类、英语 本科 4 4000-8000

设备、动力 自动化、电气、机械类 本科 4 4000-8000

仓储、采购 食品、物流、供应链管理类 本科 2 4000-8000

安全、人事 安全类、人力资源、管理类 本科 2 4000-8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味岛食品有限公司

13465115632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港西镇

企业简介

    威海味岛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际顶级的高端动物蛋白生产商，中国领先的
安全餐饮服务商。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公司规模为600人左右，占地面积约150
亩，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企业。
    公司是以生产加工速冻水产品及肉制品为主的大型食品加工企业，为消费者提供高端蛋
白类产品。公司产品覆盖国内外知名餐饮行业，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健康的食品，公
司先后通过ISO22000、HACCP、MSC、BRC、ASC等体系认证，通过美国、欧盟及日韩国家出口
卫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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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宏成 人力资源专员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yzy@huapengglass.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检验员
操作工

不限 中专 10 2700-30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文秘
汉语言文学/文笔优秀不限

专业
本科 1

玻璃工艺员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本科 1

电气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专

业
大专及以上 2

IT专员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化验分析员 化学工艺等专业 大专及以上 1

生产技术员 理工类专业 大专及以上 1

电商运营及摄
影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综合4000-6000
五险一金

工会补充医疗保险
带薪休假
免费住宿
节日福利
采暖补贴等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0631-7379486

荣成市石岛工业园龙云路468号

企业简介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包装行业龙头企业,中国最大规模机制玻璃高脚杯生
产厂家，专业从事各类中、高档玻璃器皿和玻璃瓶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先后获“
中国轻工业日用玻璃行业十强企业”、“中国玻璃高脚杯王牌企业”、“全国日用玻璃行
业功勋企业”、“中国包装百强企业”、“省级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2015年4月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股票代码603021。
    无铅水晶杯被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选为国宴用杯。“石岛”牌高档葡
萄酒瓶、大香槟酒瓶、饮料酒类瓶、罐头食品瓶、医药包装瓶等八大系列数百个品种，为
张裕、威龙、中粮、长城、王朝、汇源果汁、青岛啤酒、燕京啤酒、宁夏红等知名企业所
用， “石岛”牌玻璃制品自1999年以来，先后评为“山东名牌”产品、“山东省著名商标
”、“山东省旅游商品十佳品牌”和“中国包装优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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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黄洁琳招聘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r@haoyanggroup.cn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专工助理 热能与动力、建筑环境的设备工程 大专、本科 4

造价员 工程造价 大专、本科 2

会计、出纳 会计学、财务管理 大专、本科 1

3800-6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昊阳集团

0631-7690096

荣成市崂山南路688号

企业简介

    威海昊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06月18日，注册地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
崂山南路688号。经营范围包括热力生产、供应和销售；热力设施的安装与维修；供热设备
、保温材料和热量表的批发、零售与安装；管道和设备的销售、安装和维护；制冷设备，
水暖管材管件安装及销售；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制冷、给排水、供暖工程建设；节能环保
工程施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焚烧可燃生
活垃圾与工业垃圾发电、供热；焚烧后废金属、飞灰及炉渣处理、应用和销售；合同能源
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建设与运营，从事能源科技、节能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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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林美慧 人力资源部部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dkaili@sina.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制浆造纸 本科 4 4300-8000

技术员 造纸、精细化工 本科 4 4300-8000

财务管理 财会电算、经济管理 本科 2 4300-8000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专业 本科 2 4300-8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凯丽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0631-7572758

荣成市河阳东路198号

企业简介

    公司现有员工640人，年生产能力4.8万吨。产品包括特种防伪纸、高档艺术纸和工业
用纸等三大系列300多个品种，产品全部采用全商品浆绿色造纸技术，通过ISO9001质量、
ISO14001环保、FSC森林等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以山东省特种防伪纸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持续加大新产品创新研发力度，不断打造自
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大力实施精品工程，申报国家专利36个，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山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专利技术明星企业、山东省诚信企业等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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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拓荒、杜月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197444318qq.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行政文员/人事专员/ 文秘、工商管理、人资源等 本科 4 3000-4000

培训专员 文秘、工商管理等 本科 2 3000-4000

文秘、助理 文秘、工商管理等 本科 2 3000-5000

会计、出纳 会计、财务管理等 本科 5 3000-4000

影视编辑 广播电视编导等 本科 3 3500-4500

文案 广播电视编导等 本科 3 3000-4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15163120818

荣成市虎山镇盛泉集团有
限公司

企业简介

    盛泉集团总部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创建于1993年，历经二十七年的艰苦创
业，现已发展成为集孝爱工程、养老服务、健康产业、行政管控、资本运营、乡村振兴、
幸福工程七大板块为一体、多元化发展的国家级集团公司，逐步形成“养老在山东，文化
在北京，资本在上海，科技在深圳，智慧在雄安，军民共建在边疆”的战略发展新格局。
现有职工2000多人，总资产100多亿元，下属公司100多家，其中，挂牌上市公司5家。
    盛泉养老确立了“做标准、做连锁、做规模”的战略规划，率先实现养老标准化管理
认证，成为山东省养老标准化试点单位、国家级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并参与了多项
养老标准的制定。盛泉养老以“做产品、做产业、做事业”为养老愿景，建立了五大养老
服务基地，投入使用和在建床位达到了1.5万张，涵盖普惠养老、中端医养、高端智养、社
区养老、合作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让普通百姓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老有所学”的心愿。盛泉养老先后获评“山东省十佳养老机构”、“5A级养老机构
”、“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企业”、“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等多项省级、
国家级荣誉称号，成为了山东省最大的民营养老机构，也是中国健康养老领域的标杆企业
。
    新理念引领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理念引领高质量的发展，新理念引领开放、合作、共
享。盛泉养老将紧跟新时代步伐，倾力打造健康、长寿、快乐的中国盛泉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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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汉语言文学等 本科 2 4000-5000

投资专员 会计、经济学、金融学等 本科及以上 5 4000-5000

法务专员 法学类 本科及以上 1 4000-6000

养老护理员 养老、医学专业等 大专及以上 20 3000-3500

客服专员
社区工作者

不限专业 大专及以上 30 3000-3500

营销专员 不限专业 大专及以上 10 3000-60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行政文员/人事专员/ 文秘、工商管理、人资源等 本科 4 3000-4000

培训专员 文秘、工商管理等 本科 2 3000-4000

文秘、助理 文秘、工商管理等 本科 2 3000-5000

会计、出纳 会计、财务管理等 本科 5 3000-4000

影视编辑 广播电视编导等 本科 3 3500-4500

文案 广播电视编导等 本科 3 3000-4000

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汉语言文学等 本科 2 4000-5000

投资专员 会计、经济学、金融学等 本科及以上 5 4000-5000

法务专员 法学类 本科及以上 1 4000-6000

养老护理员 养老、医学专业等 大专及以上 20 3000-3500

客服专员
社区工作者

不限专业 大专及以上 30 3000-3500

营销专员 不限专业 大专及以上 10 3000-6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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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丁波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whsdzg_hr@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计员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本科 2 4000-6000

设计员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本科 2 4000-6000

质检员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科 2 3000-5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石岛重工有限公司

0631-7366690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500号

企业简介

    威海石岛重工有限公司2010年1月由泰山集团投资10亿元兴建，是一家以生产核电配套
设备及大型压力容器为主的重型装备企业，产品涵盖煤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核电、
冶金、医药、海上石油装备以及新能源装备，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压力容器
产业化基地骨干企业。
    公司总占地面积32万平米，职工600余人。拥有A1、A2、A3级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资质、A
级锅炉部件（锅炉、集箱）制造许可证、GC2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证等。
    近年来，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先后被评为中国化工装备百强企业、中国石化行业百
佳供应商、中国500家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化工装备自主创新能力行业十强企业。

33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李进 行政人事部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lij@bestcheer.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机械设计师 机械类 大专以上 6人 5000-10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中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8816316199

荣成市峨石山路388号

企业简介

    荣成中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石材集团—香港高时石材集团在威海地区投资成
立的外资企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现有员工1000余人，注册资金5705万美元。
    主要从事矿山开采、板材加工、矿山开采装备研发制造和进出口贸易、工程装修于一
体，涵盖石材和装备制造二大主业的大型外资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多年来，公司一直稳步经营，专注主业、潜心制造业，不断研发新技术、新工艺，获
拥50多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5项，首创的石材矿山全锯切机械化开采、技术，被全球
石材矿山广泛应用；首创研发出集装箱大宗散货物流装卸成套装备，率先实现了集装箱散货
装卸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颠覆性变革。
    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1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20年底通过省级绿色矿山验收，正式入选山东省省级绿色矿山遴选名
单；获得国土资源部资源综合利用先进矿山；山东省石材协会“十二五”功勋企业；山东省
“一企一技术”中心；威海市绿色物流运输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荣成市科技创新企业等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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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孙新静  人力资源部部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984yuxiang@sina.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自动化设备操作工
计算机应用技术、工业机器人
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等
中专及以上 20 面议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董事长助理 管理类 大专以上 1 面议

电子工程师 电子工程或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5 面议

软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或相关 本科及以上 5 面议

成本会计 会计学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面议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宇翔实业有限公司

18606311538

荣成市悦湖路118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宇翔实业有限公司位于荣成市悦湖路118号（美丽的樱花湖畔），是山东省唯一
一家燃气计量仪表专业制造商，自1985年建厂以来，历经三十多年发展，公司已建成燃气
仪表从产品研发、制造直至市场营销服务完整的产业链；将机械与电子自动化相结合，引
领行业技术方向，主导行业物联网统一平台项目；是国内具有自主研发能力，最具影响力
的膜式燃气仪表专业制造商之一，生产过程全部实现自动化，年生产能力500万台以上，产
品覆盖国内大、中、小城市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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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毕晓英  人事科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bixiaoying@feelux.cn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车载电子变压器
和电感器开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
动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等理工科专业

专科及以上 30

年薪4.5W+，五险一金，食
宿免费，节日福利，年终
奖，降温费，取暖费，带薪
假，法定假，健康查体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车载电子变压器
和电感器开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
动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等理工科专业

专科及以上 10

市场营销专员
市场营销、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自动化专业、电
子信息工程等理工科专业

专科及以上 5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年薪6W+，五险一金，食宿
免费，节日福利，年终奖，
降温费，取暖费，带薪假，

法定假，健康查体

碧陆斯光电（山东）有限公司

15562168398

山东省荣成市港西镇临港路277号

企业简介

    碧陆斯光电（山东）有限公司是韩国上市企业株式会社碧陆斯于1997年在中国投资的
独资企业，主要从事铁氧体磁芯、消费类电子线圈、新能源电子线圈、感性照明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总部位于山东省威海荣成市港西镇，先后投资建设了碧陆斯光电
（山东）有限公司平邑分公司、泰安市碧陆斯电子有限公司、碧陆斯光电（东莞）有限公
司、碧陆斯光电（武汉）有限公司、碧陆斯香港有限公司、碧陆斯台湾办事处、碧陆斯韩
国办事处，目前与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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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都黎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duli@compaksrv.com 单位地址

实习及毕业生
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本科及以上 5

车辆工程 本科及以上 5

注塑成型专业 本科及以上 5

室内装潢设计 本科及以上 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2

平面设计 本科及以上 2

焊接技术工程 本科及以上 2

国内销售专员 市场营销 本科及以上 5

会计 会计电算化 本科及以上 4

外联专员 行政管理 本科及以上 1

企管/人事专员 工商/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及以上 2

翻译 英语 专8/海外留学 4

质检员 机械相关 大专及以上 10

技术部

    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派斯车辆”）成立于2014年5月，
注册资本6613.35万元人民币，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现有员工700余人，拥有发明、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专利近80项，商标近30项，拥有80余人的技术和研发团队。
    康派斯车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国家工信部制造业“双创”平
台试点示范企业，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省省级工程
实验室、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库优选项目、山东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单位，连续
四年全国房车产量和出口第一。
    2018年6月新三板挂牌上市，证券代码872836,是全国房车行业首只挂牌上市的房车生
产企业。与海尔集团COSMOPlat平台共同申报的房车智能制造项目入选国家工信部工业互联
网平台房车行业试点示范项目。

市区内免费班车、三
餐补贴、每月发放员
工暖心福利、各大型
节假日福利、年终奖
、工龄补助、大学生

学历补贴等。

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18563199953

荣成市兴隆路187号

企业简介

实习岗位及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37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吴林蔚 党务工作部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drqjtzgb@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环保工程师 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 本科 1
薪酬每年60000-

90000，五险一金。

造价员 工程造价及相关专业 本科 1
薪酬每年55000-

85000，五险一金。

暖通工程师 暖通、热能工程及相关专业 本科 1
薪酬每年60000-

90000，五险一金。

电气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 本科 1
薪酬每年60000-

90001，五险一金。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5306316008

荣成市河阳东路98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是集供热、供汽、供气、发电为一体的国有独资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7日，主要担负着荣成市区及俚岛、人和、靖海、寻山、城
西等5个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用户的集中供热任务、全市工业用户供汽任务以及市
区及大疃镇、滕家镇（含大疃镇、滕家镇）以北的行政区域所有乡镇的管道燃气经营业务
。全市供热建筑面积532万平方米，取暖居民4.8万余户，燃气工业用户48家、商业用户240
家、民用户7万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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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孙俊华 综管部部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jiashengruye@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备员 电气自动化技术 大专 1 3300-3800

网络维护 计算机应用 大专 1 3500-3800

市场策划 电子商务、新媒体制作、广告设计 大专 1 3500-38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嘉盛乳业有限公司

13562185270

荣成市成山大道119号

企业简介

    威海嘉盛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集乳品加工、奶牛养殖、牧草种植、物流配
送于一体的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总投资3亿元，占地
200亩，拥有现代化厂房和芬兰、日本、挪威、丹麦等国家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形成日产
液体奶180吨、乳粉18吨的生产规模，目前已开发了灭菌乳、巴氏奶杀菌乳、调制乳、发酵
乳、乳饮料、乳粉六大系列四十多个产品，是山东省最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之一。自营牧
场占地4000亩，拥有优质奶牛3000多头，是山东省设施档次最高、奶牛品种最优、单场养
殖量最大的高产奶牛生态牧场。
    嘉盛品牌液体奶100％采用自营牧场奶加工，被誉为“我家的好牛奶”，深受消费者喜
爱。历次国抽、省抽检查产品全部合格。
    公司通过ISO9001、ISO14001、 HACCP、GMP体系认证和省、国家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
资质认证，先后获“全国质量信得过食品”“国家质量卫生安全全面达标食品”、“中国
绿色食品A级产品”、“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诚信示范企业”、“社会慈
善事业明星企业”、 “我信赖的威海食品品牌”、“‘食安山东放心奶源示范场”、“威
海市诚信经营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嘉盛乳业全产业链建设的领先者，企业综合势力位
居省内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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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管理部部长  刘霞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aidaome@163.c0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备/工艺工程师 不限 本科及以上 6 5000+

检测工程师 不限 本科及以上 6 5000+

    有研稀土（荣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3000亿元，占地78亩，建筑面积28340平方米，
主要从事稀土烧结磁体的工程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其核心团队从1993年开始供应声学磁钢，
是2010年~2019年历代三星、苹果、华为、OPPO、vivo等旗舰机型声学领域主力磁铁供应商
。
    2019年中央企业有研集团通过设立有研稀土（荣成）有限公司，收购宏秀山磁业有限公
司，引入央企核心研发团队，建立从稀土矿山到钕铁硼成品的完整钕铁硼磁体产业链。目前
公司产能已达到2500吨/年，产品面向歌尔、瑞声、信维等高端电声企业，占声学龙头企业
歌尔声学供货量50%，国内声学链磁钢供应商排名前三，年销售额超过 2 亿元。
    公司设有稀土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中心-荣成磁性材料研究院，研究院引进院士、
知名专家作为顾问，并与山东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为项目执行提供人才与平台保障。未来
公司将依托有研稀土在先进稀土永磁材料领域的技术积累，实现关键技术成果转化，为智能
电子器件的发展提供高端、高值全面解决方案。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有研稀土（荣成）有限公司

13173406777

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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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苏晴晴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uqq@rcyinhai.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车间统计 会计 大专及以上 3 包吃住

采购专员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住

人力资源专员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住

产品研发人员 食品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3 包吃住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银海水产有限公司

17862800485

荣成市黄海北路499号

企业简介

    荣成银海水产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荣成，成立于1999年，经过20多年
的蓬勃发展，现已形成集海洋捕捞，产品精深加工、国际国内销售、冷链物流于一体的规
模型集团企业。公司资产近10亿，占地总面积30万平方米，员工1000余人。公司致力于科
技创新推动海洋食品产业新升级，实现优质项目引领行业新发展。
    海洋捕捞产业：公司拥有捕捞冷冻船36艘、捕捞冰鲜船10艘、灯光船3艘、钓鱼船4艘
、收购船4艘、海上货物运输船1艘，主要从事海上捕捞及近海鲜品收购业务。年捕捞能力
达到10万吨，捕捞综合效益连续多年居当地同行业前列。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公司拥有现代化生产车间8座，在建加工车间12座。公司年生产能
力60,000吨，加工产品100余种，主要有冷冻水产品，裹粉调理品，米面制品，罐头制品及
休闲食品五大品类。诺利源新工厂被授予山东省重点工程项目，并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
和帮助。公司正在按市场需求打造高容积、低成本、现代化的流水线工厂，为公司品牌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源动力。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行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策略，于上海设立进出口贸易公司
。公司先后通过了HACCP质量体系认证、美国FDA的注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BRC认证及欧盟注册，为食品安全提供强力保障。出口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及欧洲各国。公司现已启动阿里巴巴国际站，面向全球展开合作业务。
    公司国内产品覆盖流通市场、餐饮连锁、新零售、新媒体电商等渠道。公司现已推出
“海凡达”和“叮尚你”双品牌系列化产品，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方便快捷的
食品。
    冷链物流产业：公司建有15万吨现代化冷链物流仓库，配套有“全链条、网络化、严
标准、可追溯、新模式、高效率”的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保障冷冻食品安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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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修传义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cmj7696007@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企业管理 管理 本科 5人 26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企业管理 电子信息 本科 2 5000+

文秘 中文 本科 1 5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名骏户外休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3021656300

山东省荣成市崂山街道兴隆路

企业简介

    荣成名骏户外休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370人，主要生产出口拖挂式房车、帐篷产拖车等6种60多类系列房车，产品全部出口澳大利
亚、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其中自主研发的野营拖挂式房车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产量、出口量位居国内之首。2020年出口房车近3000辆，实现销售收入1.4亿元，纳税
近千万元，荣成市百强纳税企业。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人才为本”发展理念，先后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山东省
机床设计研究院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与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哈
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共建大学生双创实验室、先进制造及智能化车焊接联合研究中心。
    公司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设有
威海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威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威海市技师工作站和14个威海市职工
创新工作室。拥有1个标准合成实验室，2个现代化大型试验台，能够全方位提供房车结构设
计与制图，关键零部件、整机产品的检测试验。
    公司注重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每年研
发费用达800万元以上。已拥有授权发明专利5项，外观设计专利25项，实用新型专利30项，
发明专利（实审中）16项。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出口野营拖挂车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尊崇“踏实、拚搏、责任”的企业精神，并以诚信、创新、务实共赢为理念，坚持
“追求卓越品牌，缔造世界品牌”为目标，努力为国家房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当先锋做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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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林女士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s.lin@qm-chem.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研发技术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等专业 专科及以上 5 5000-7000

化工工艺设计师 化工工程设计专业 专科及以上 5 5000-7000

程序管理员 仪表自动化专业 专科及以上 5 5000-7000

资料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等专业 专科及以上 2 5000-7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青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3561804700

荣成市兴裕路8号

企业简介

    荣成青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2012年，处于荣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精细化工
产业园区内，是荣成市政府重点扶持的精细化工项目，注册资金3452.2万元。公司拥有一
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精尖人才队伍，为推动公司向“高、精、尖”目标迈
进，公司已与中科院兰州物理化学研究所、沈阳化工大学、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青岛科
技大学等国内研发机构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是专业从事集功能性高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精细化工企业，主要从
事锂电池电解液的添加剂制造与销售。经过几年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公司现已成为国
内外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的主要生产厂家。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诚信、质量、创新、忠诚、安全、健康、环保”的核心
价值观，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拼搏奋斗精神，获得了地方政府、合作伙伴及社会的
认可和尊重。先后通过了安全生产许可、环境评价评审、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连续多年被地方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各级部门评为“科技创
新示范企业”和“诚信示范企业”。2016年12月获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11月获
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8年5月获批山东省瞪羚企业。2019年11月再次获批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2019年实施了泰山学者项目。2020年实施了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43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于红娜 人力资源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whshidaihaiyang@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研发专员
植物营养学、农学、化学分析
、植物保护、发酵工程、食品
科学与工程

本科及以上 2 4000-5000

外贸业务员 英语、国际贸易 本科 2 3000-5000

外贸经理 英语、国际贸易 本科 1 5000-10000

影视剪辑 广告、动漫、影视等 大专及以上 1 5000-10000

市场推广专员 专业不限 大专及以上 15
3000-8000元，底薪+绩效
+出差补助，3-6个月晋
升，年薪10万以上

免费提供单人间宿舍、员工食堂，入职即缴纳五险，法定节假日公休，节日福利等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市世代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763137295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裕兴路128号

企业简介

    威海市世代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主要从事海藻生物制品开发业务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成立于2010年8月，注册资本5312万元。采用生物酶解、营养富集分离等技术，建
起国内首条酶法生产海藻有机水溶肥料生产线，产能5万吨。酶法生产海藻生物肥技术填补
国内空白，荣获威海市科技进度一等奖，实现了海藻肥料生产由破坏性化学工艺向绿色生物
化过程的跨越。海藻生物肥为农业种植业提供急需的生态型植物生长素、生态肥料、土壤修
复剂，荣获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海藻有机水溶肥料通过了欧盟有机投
入物评审、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获得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肥料准入证，遴选为山
东省“化肥减量增效技术产品”，评为全国肥料产业科技创新企业。
    公司拥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人才和博士生导师领衔、多学科融合的企业科技人
才队伍。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山东农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等高校院所结成联合创新体，探索海洋生物技术前
沿技术。创建了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海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海藻生物
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省级创新平台。通过集成创新和联合创新，获得一批原始创新技术
成果，申报相关海洋生物技术专利13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美国发明专利8项。建立了中
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大连海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山东省农科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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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岳昌青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cdydy@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机械设计、工艺设计 机械、机电一体化 大学本科 6 待遇面议

技工 机械、机电 大专、本科 6 待遇面议

企业综合管理 企业管理等 大学本科 1 待遇面议

    荣成华东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是高端装备产业领域专业从事机械压力机及其自动化生产线研
制、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职工200多人，研发人员51人，具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威海市人才项目产业工程特聘专家、荣成市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的技术带头人5人，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1人，高工4人。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大
学、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关
系，科研实力雄厚。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拥有武汉重型数控落地镗铣床TK6926、数控立式车床
CK5240、秦川机床数控铣齿机YK86250等精、大设备16台，同时配有德国及日本产精密检测设备多
台套。
    公司建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压力机自动化生产线及机器人应用工程实验室、山东省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获批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2020年被认定为山东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GB/T23001-2017）
、GB/T19001-2016/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GB/T 29490-
2013），公司生产的“华锻”牌机械压力机及高速精密曲轴自动化生产线冲床被授予山东省名牌，
“华锻”牌精密锻挤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被认定为2019年度山东优质品牌产品，2021年4月在中国机
床工具工业协会开展的先进会员表彰活动中，公司生产的智能家电用冲压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被评为
自主创新十佳先进产品。连续多年被山东省工商局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诚信示范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各种压力机机械产品的研制和生产，现已开发和生产了15 大类100 多个品种的
压力机。主要产品有：节能数控压力机、闭式单点、双点、四点、多连杆压力机、多工位锻造压力
机、热模锻压力机、切边压力机、锻造自动生产线及汽车专用冲压自动生产线等上百个品种，可为
用户提供完整的从下料到成型的锻造冲压设备。
  公司已为海尔集团、重庆长安工业（集团）、中国一汽、中国中车、长安汽车、兴民智通（集
团）等多家国内知名龙头骨干企业提供24条高速精密开式、闭式单/双点压力机自动化生产线，获
得良好声誉，已成为国内金属成形机床行业知名的自动化锻压机床生产线主要生产供应商之一。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华东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8389150309

荣成市兴业路59号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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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张芝波副总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dzf_qiguan@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机械设计 机械制造 大专以上 4

数控车、普车 数控车、普车 中专以上 6

提供食宿、交五险
、节日有礼品福利

    公司始建于1966年，其前身是荣成市壮发水泵有限公司，2010年8月，经过山东省工商
局批准，正式更名为山东壮发泵业有限公司。是生产船用水泵的专业厂家，是山东省渔船
渔机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产品注册商标“靖海”牌。
　　公司现有职工200余名，厂区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每年可为各行各业提供5万多台优
质可靠的泵类产品。目前生产 20多个系列，200多个品种，500多种规格的产品。主要有船
用水泵和柴油机机带冷却水泵及油泵。产品经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ZY）和中国船级社
（CCS）产品型式认可。
　　多年来公司始终以创造卓越品质为己任，以用户满意为目标，以诚实守信为原则；致
力于产品的开发设计和不断创新。在船用水泵方面，现已完全可满足各类渔船和商船的整
船配套要求，得到了各造船企业和用船单位的充分认可。生产的泵类产品立式泵、液体泵
、外混式自吸泵等目前已获14项国家专利。产品商标已被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壮发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13869001100

荣成市人和镇沙窝岛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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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卢丹 人事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r@infinidata.cc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java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 5

前端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 5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java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 5

前端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 5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 5

山东观海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5942655882

荣成市海湾南路86号C栋15层

企业简介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薪资面议，14薪起待
遇，五险一金，周末双
休，带薪年假、公司
假，交通补助、免费提
供员工宿舍

薪资面议，14薪起待
遇，五险一金，周末双
休，带薪年假、公司
假，交通补助、免费提

供员工宿舍

    山东观海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是一家由国资委注资专注于云计算、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的互联网数据服务公司。
    公司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已成功开发出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物联网集成平
台和区块链征信平台等一系列产品，主要为各级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基于IaaS、PaaS、SaaS等
不同层面的一站式IT服务。凭借自有产权的云平台及监控产品,共有上海、大连、荣成三处
数据中心，将各种规模、零散的政府、企业IT系统转化为更加灵活高效的业务应用云平台。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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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李苗苗 人事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limiaomiao@mp-tech.cn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应用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失效分析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材料
成型与控制工程

本科 6 免费食宿，90元/天

质量工程师
电子类相关专业 微电
子工程

大专 2 免费食宿，90元/天

焊接工程师
材料、机械、半导体、
微电子等相关专业

本科 1 免费食宿，90元/天

行政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 本科 1 免费食宿，90元/天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芯长征微电子制造（山东）有限公司

13406739966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崂山南路788号

企业简介

    芯长征科技是一家集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研发与封装制造为一体的高新技术科技企
业。核心业务包括：IGBT、coolmos、SiC等芯片产品及技术开发、IGBT模块设计、封装、测
试代工等。技术团队依托于中科院技术专家以及引进优秀的海外技术精英共同组成，团队核
心成员均拥有10年以上产品开发经验，实现从芯片设计、制造工艺、封测、可靠性、应用等
全链条贯通。公司具有专业的市场销售和运营管理团队，对于该方向的技术、行业及市场非
常熟悉且较好的经营能力，技术和管理团队均经历从技术开发到样品到产品到量产到完全市
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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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兼仓库
管理专员

无要求 大专 1 免费食宿，90元/天

工艺管培生
材料、机械、半导体、
电气工程、微电子等相
关专业

本科 3 免费食宿，90元/天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应用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失效分析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材料
成型与控制工程

本科 6 0.9-2万/月

质量工程师
电子类相关专业 微电

子工程
大专 2 5-8千/月

焊接工程师
材料、机械、半导体、
微电子等相关专业

本科 1 0.9-2万/月

行政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 本科 1 4.5-6千/月

生产计划兼仓库
管理专员

无要求 大专 1 4.5-6千/月

工艺管培生
材料、机械、半导体、
电气工程、微电子等相
关专业

本科 3 5-8千/月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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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陈星星 技术质量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chen-19860206@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机械工程师 机械工程
大专及以

上
1 面议

机械工程师 冲压模具设计
大专及以

上
1 面议

机械工程师 电机工程类、工业工程
大专及以

上
1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信力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13525176375

威海市荣成市荫子镇雨山南路518号

企业简介

    山东信力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荣成。公司创办于1996年，
前身为荣成市奥特机械厂，是专业生产定、转子铁芯及冲片的企业，年消耗各种规格硅钢片
超过4万吨。主要涵盖Y、YKK、YXKK、YR等系列及其衍生型号高压电机，YBX3、YB3、YE3、
YE4、YX3等系列高效节能电机，TBVF、STYB、TPYM、QTVF、TYC等系列永磁同步电机，产品
广发应用于煤矿、钢铁、船舶、核电、风电、石化、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机等各种动力
设备。
    公司占地40余亩，技术力量雄厚，现有员工200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技术员5人，
质检员8人，公司秉承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质量理念，于2019年10月通过质量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三体系认证，公司拥有专业生产设备近200台，以高
起点的制造、管理技术，秉承以信立德、持之以恒的经营理念，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电机铁
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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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人事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zb_rs2008@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业务经理 市场营销 大专 5 6000+提成

英语翻译 英语 本科 2 4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0631-7528258

荣成凭海东路259号

企业简介

    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公司成立于2008
年，拥有员工1200人，占地面积27万平米，总投资13亿元，是中国500强企业---成山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下辖荣成海之宝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和荣成成山鸿源水产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致力于海洋功能食品、海珍品生产和销售的创新型企业。
    海之宝公司是海带行业首家将海带做成预包装食品的企业，是首家通过有机认证的企
业，是国家唯一指定海带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其产品荣膺“山东三珍”之一，目前共有
五大系列四十多种产品，也是海带行业产品系列最全、产品种类最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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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仁平   人力资源部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sb01@hy-seafood.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化验员 食品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月薪3000-5000，
缴纳社保，包食宿

日语翻译 日语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5
月薪4000-6000，
缴纳社保，包食宿

合同管理员 法律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1
月薪3000-6000，
缴纳社保，包食宿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宏业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15562123249

荣成市富甲路118号

企业简介

    山东宏业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2002年，是一家集海水养殖、水产品与农副产品精
深加工、海洋生物、健康产业、房产建筑等多业并举、链条完整的综合性集团企业。
   公司秉承依诚信赢客户、靠创新谋发展的企业理念，以先进技术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在科技创新、技术转化、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储备，现已具备了雄厚的
企业自主研发技术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检测能力，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
的技术、人才和机制保障。
    公司及下属企业先后荣获“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国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全国百佳农产品
品牌”、“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山东名牌”等多项荣誉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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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冬梅  人事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r@molinrv.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装配工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

统计员 统计学 大专及以上 1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机械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 大专及以上 2

家具设计 产品艺术设计 大专及以上 2

外贸专员 报关与国际货运、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 大专及以上 2

统计员 统计学 大专及以上 2

出纳 会计、金融管理 大专及以上 4

装配工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

威海莫霖车业有限公司

13792700679

山东省荣成市崂山科
创园12号

企业简介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每天8小时工作
制，缴纳五
险，年终奖及
工龄奖等福利

每天8小时工作
制，缴纳五
险，年终奖及
工龄奖等福利

    威海莫霖车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 年，注册资本一千万元，现有员工400余人，专业技
术人员30人，是集高端房车、野营宿营式拖车的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专业化公司。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精湛的工艺技术，一流的研发团队，现已申请发
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外观专利3项，ISO9000体系、高新技术企业及两化融合体
系。公司主要产品拖挂式房车，是客户外出旅游、野营聚餐等的绝佳选择，车内设有起居室
、厨房、卧室、盥洗室等区域，冰箱、电视、天然气、微波炉、灶具等设施也一应俱全。现
公司已研发出四十余种产品系列，为不同需求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产品主要销往澳
大利亚、美国等欧美市场。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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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妍妍 行政人事部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lyy_nxh@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物业管家 不限 大专 5
4000+绩效+食宿+五
险一金+各项补助

讲解员 不限 大专 5
3300+绩效+食宿+五
险一金+各项补助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易美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963135849

环海大道6699号那香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

企业简介

    易美家物业成立于2012年，是山东万恒公司旗下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和那香海景区综合
服务运营的平台。易美家物业的服务品质在行业内有口皆碑，被评为山东省物业服务行业
文明创建标兵企业，是威海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物业服务企业和优秀会员单位，是荣成市
五星级红色物业企业。秉承“心贴心、零距离”的服务理念，多年来坚守初心，秉持匠
心，已成为全业态覆盖的综合服务运营商，管理业态涵盖精品住宅、商业街区、商业办公
、AAAA级景区等。
    面向未来，易美家物业将顺应项目大健康的战略布局要求，立足服务之本，不断挖掘
客户需求，多领域全面深化，进一步打造全方位服务矩阵，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服务内
涵，为客户提供提供全流程、更贴心、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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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林晓楠 招聘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fox. lin@goermicro.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备调维工程师
模具、机械、数控、机电
、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

设备操作技工 无专业要求 中专及以上学历 2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备调维工程师
模具、机械、数控、机电
、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

设备操作技工 无专业要求 中专及以上学历 20

    荣成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2008年5月在深交所上市，是全球布局的科技
创新型企业，主要从事声光电精密零组件及精密结构件、智能整机、高端装备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
    荣成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兴业路1号，承
接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荣成端业务，主要从事传声器、传感器及模组等相关产品的研发、制
造与销售，涵盖基于MEMS技术的声学传感器及模组、气压传感器、组合传感器等。

荣成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

17663165288

荣成市兴业路1号

企业简介

入职缴纳五险一金、
免费宿舍、满勤奖、
无尘服补贴、夜班补

贴、餐补等

免费宿舍、满勤奖、
无尘服补贴、夜班补

贴、餐补等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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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朱继强  人事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3675327813@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有机合成实习 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本科 2

试剂研发实习 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本科 2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有机合成工程师 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大专 2
4000-8000
包住，餐补

研发合成助理 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大专 4
3500-7000
包住，餐补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领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675327813

威海海高园海洋生物技术创
新中心2楼

企业简介

    山东领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海洋生物医药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
专业公司。公司以海洋生物为特色，以海洋药物创制为制高点，围绕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与禽
畜养殖业的重大疾病，研发包括新药、新兽药、新农药、功能食品、特医食品等系列产品，
主要技术依托单位是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试点国家海洋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工作地址
在荣成和青岛即墨。

2500-5000，包住

56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郭建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guojianzhou@newlengend.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生产技术工
程师

电机、机械、机电一体化 大专及以上 5

4500起，三年达到7000-
9000元以上，加项目工
资；五险一金，接受近
期赴深圳总部培训学习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翼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092403587

荣成市科创园8A栋

企  业  简  介

    山东翼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主要从事研发/销售/生产家居智能产品，拥
有完善的供应链以及品质管理体系，具有极佳的成本优势，熟悉各国市场产品需求及技术规
范，具有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
    公司主要客户群体为欧美（70%），澳洲（10%），新西兰（7%），韩国（5%）以及8%的
国内客户，拥有众多的电商直销客户。智能照明系统采用wifi通讯技术，通过云端结合智能
音箱/手机APP可实现对终端灯具进行分组管理/开关/定时/颜色及色温调节/亮度调节/定时
开关及我司独有的情景模式等设定，目前已经支持国内天猫精灵/百度小度音箱，海外亚马
逊Alexa/谷歌Google home平台，兼容IFTTT相关产品：智能灯具/智能插座/智能开关/智能
传感器/其他相关智能家居产品。
    基本工种：wifi模块——贴片/插件/后焊/测试；壳料生产——壳料模具制造/塑胶注塑
/五金压铸/五金折弯；组装——自动化生产线/人工组装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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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志成 行政主管
常永林 人力资源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r@rcime.cn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卫星导航系统算法 电子信息、计算机 硕士或博士 5

嵌入式软件、数字
电路、模拟电路

本科或硕士 60

版图设计 大专或本科 5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卫星导航系统算法 电子信息、计算机 本科及以上 5

惯性/组合导航开发
FPGA开发

本科及以上 10

嵌入式软件设计 本科及以上 50

数字电路、模拟电
路设计

本科及以上 20

版图设计 大专或本科 100

科研秘书
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或硕士 1

HR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1

高级Java开发、UI
设计、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本科、硕士
或博士

7

大专3500元、本科4000、硕士
5000-7000、博士7000-15000，五

险一金、双休

大专生800元及以上
本科生1000元及以上
硕士2000元及以上
博士研究生5000元及以上

电子信息、计算机
、自动化控制

电子信息、计算机
、自动化控制

电子信息、计算机
、自动化控制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中科芯（荣成）信息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13022730336 13562150055

荣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4楼

企业简介

    荣成微电子与智能技术产业研究院（中科芯（荣成）信息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中国
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与荣成市人民政府合作成立的研发机构和产业孵化平台，位于山东省威海
市荣成市。
    研究院围绕微电子芯片设计和智能技术开展研发，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孵化或引进
国内外集成电路设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将人才、技术、资金和
服务相结合，实现高端人才、科技资源、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和社会资本的深度融合。
    研究院的主要研究和产业化方向为：卫星导航定位芯片与应用系统，物联网芯片与应用系
统，人工智能芯片与应用系统，智能驾驶系统，精准农业/海洋产业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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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科长/人事科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enshi2005@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项目技术员 土木、建筑、施工等类似专业 专科 5 2000

项目技术员 土木、建筑、施工等类似专业 本科 5 30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项目技术人员 土木、建筑、施工等类似专业 大专及以上 5 4500-5500

预算员 预算、造价相关专业 专科 2 3000-4000

预算员 预算、造价相关专业 本科 2 4500-5500

实验员 化学、建筑相关专业 专科 1 3000-4000

实验员 化学、建筑相关专业 本科 1 4000-5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市宏存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3356313933

荣成市大疃镇

企业简介

    威海市宏存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地处胶东半
岛最东端美丽的滨海小城——荣成，现有员工200余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预拌混凝土专业
承包资质，是一家集城市道路工程、公共广场工程、各种给排水管道工程、基础土石方工
程，水、电、暖安装，机电工程安装，建材、装饰材料销售，树木、花卉种植销，园林绿
化，民用建筑、钢结构工程、室内外装饰设计、标线、标志工程，混凝土加工销售，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为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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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学统 招聘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liuxuetong@nit-g.com.cn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对日软件开发 日语专业 专科 20 面议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对日软件开发 日语专业 专科 10 面议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日信（威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0631-7175130

山东省荣成市海湾南路86号B座16F

企业简介

    日信（威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主要从事对日ITO业务，包括对日
受托开发、对日开发支持、离岸开发、系统保密、互联网服务等业务，还包括开发支援、企
业系统开发、移动应用开发等业务，是日本インフォテック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也是荣
成市首家对日ITO企业。总部日本インフォテック株式会社成立于2015年，位于东京。目前
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先后成立了北京事务所、日信科技（福冈）有限公司、山东华和软
件有限公司、上海事务所，入职员工总数超过300人。与NEC、富士通、三菱、索尼、日立、
丰田等100多家日本知名企业都有稳定的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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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林亚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weihaitongfeng@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生物技术员 分子生物相关专业 硕士 3
人才补贴、双休、五险
、节日福利、免费住宿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药品生产技术员 生物、药学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

生物试剂销售代表 分子生物学、化学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

人才补贴、双休、五险
、节日福利、免费住宿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同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684536282

荣成石岛牧云西路

企业简介

    威海同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位于威海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园区
内，公司科研团队由多位海外留学人员组成。
    同丰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基因载体、药物载体试剂的研发、生产及技术服务的创新型
生物医药企业。公司利用生物医药和高分子技术，以基因/药物载体为主要研发方向，其产
品应用于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靶向治疗和相关的科学研究。
     同丰公司产品还包括多种分子生物学工具酶，广泛用于基因编辑、基因测序、基因修
复；为客户提供适用于多样化应用场景与平台的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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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董文旭 人事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dongwenxu@51jindian.net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知名单车业务
客服专员

不限 中专以上 16

知名外卖C端客
服专员

不限 中专以上 16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知名单车业务
客服专员

不限 中专以上 16

知名外卖C端客
服专员

不限 中专以上 16

客服组长 不限 大专以上 5 4500-6000

质检师 不限 大专以上 2 4000-6000

培训师 不限 大专以上 2 4000-6000

招聘专员 不限 大专以上 1 4000-6000

山东阳光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806304216

荣成市海湾南路86号

企业简介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3500-5500，年假+观海
免费宿舍+免费健身房+
节日红包福利+加班补

贴等

3500-5500，五险一金+
年假+观海免费宿舍+免
费健身房+节日红包福

利+加班补贴等

    山东阳光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属于阳光保险集团旗下成员企业之一，主营业务包括
短信外包服务（SMS）、软件产品研发、ITO服务和BPO服务4大板块，借助当地政府的扶植
和鼓励，阳光金服公司的服务专家团队，重点将威海中心运营职场打造成为高科技产品的
重要交付中心及创新科技、大数据应用的研发中心，促进离岸业务和近岸业务的快速增长
。作为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阳光金服公司将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完善企业客户体系，
逐步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外包服务企业，为现代服务行业增团光彩。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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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宋绪波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ongxb@peptech.cn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中试放大 食品、生物医药 大专以上 8 4000-8000

研发 食品、生物医药 本科以上 10 4000-8000

质检 食品、生物医药 大专以上 6 4000-8000

    荣成市慧海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方诩教授领衔创办的国家科技型企业，致力于糖类、海洋生物肽、特医食品领域内的多项
核心技术成果的转化，重点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研发酶解、分离纯化等制备活性肽的先进
关键技术；优化医用食品配方和制备工艺；开展医用食品的功能和临床研究。
    公司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通
过了山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备案。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慧海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256316208

荣成市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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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李小草 副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qcluo@hi-chipcom.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人事行政
人力资源、文秘、汉语言文学
、法学等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1 2000-4000，包住

生产储干 不限 大专以上 10 2000-4000，包住

助理、品质员 不限 大专以上 20 2000-4000，包住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人事行政
人力资源、文秘、汉语言文学

、法学等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 1 3000-4500，包住

生产储干 不限 大专以上 10 3000-4500，包住

研发储干
物理学、电气、电子、电器等

专业
本科以上 5 4000-5000，包住

部门助理 不限 大专以上 5 3000-4500，包住

销售员
市场营销、汉语言文学等相关

专业
大专以上 10

2500-3500+提成，
包住

外贸员
英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
、法语、葡萄牙语等语种专

业，国际贸易等专业
大专以上 5

3000-4000+提成，
包住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拓普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15116852171

荣成市崂山街道崂山南路
788号

企业简介

    荣成拓普威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22日，是一家新型电池研发、制造和销售
的公司。公司主要经营电池、五金产品、塑料制品销售。占地面积30000多平方的园区，其
中有办公大楼、研发大楼、制造车间和宿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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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璐 人事行政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yihaitaowangluo@126.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韩语客服 朝鲜语 大专及以上 2

跨境电商运营 朝鲜语 大专及以上 2

跨境电商运营 日语 大专及以上 5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韩语客服 朝鲜语 大专及以上 2

跨境电商运营 朝鲜语 大专及以上 2

跨境电商运营 日语 大专及以上 5

    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由韩国公司和荣成康派斯公司设立的合资公司，以荣成市为据
点开展各项跨境业务及服务。主要服务是以物流中心为基础的B2B/B2C交易，跨境购物网交
易，国际物流服务，海外贸易服务等。将通过跨境电商为基础的韩国公司和荣成市的优势
进行世界各国的进出口业务及相关服务。

荣成易海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386310266

荣成市兴业路89号

企业简介

公司提供住宿、五险一金、
双休、免费午餐、班车、带

薪年假、节日福利

公司提供住宿、人身意外保
险、免费班车、免费午餐、

双休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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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杨程  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137490269@qq.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电商运营 电子商务 大专 4
3000-5000+提成，
社保，免费住宿

美工、视频、
直播

媒体 大专 2
3000-5000+提成，
社保，免费住宿

电商客服 电子商务 中专 2 2500-3000+提成

销售业务员 市场营销 大专 5
3000-8000+提成，
社保，免费住宿

储备干部 生产管理/行政管理/果树管理 大专 5
2500-5000，社保，

免费住宿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悦多果业有限公司

0631-7588186

荣成市 夏庄镇 

企业简介

    山东悦多果业有限公司是集种植、种苗、仓储、分选包装、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全产业链企业。主营“悦多”品牌有机苹果，具有独立的进出口经营权，2020年被中
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中国新锐果品品牌；创建的“雀斑美人”品牌，荣获中国农产品百强
标志性品牌、中国新零售最佳品牌等诸多荣誉。公司被省农业厅评为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
基地，被省科技厅评为苹果生态种植示范基地。公司先后被评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
产基地”、“齐鲁放心果品品牌”，并且产品取得了中国有机食品认证、中国绿色食品认
证、良好农业GAP认证以及出口产品备案等一系列资质。
    悦多拥有自有标准化种植园2300亩、全自动包装分选车间6000平方、国际标准气调保
鲜库1.2万吨；服务的客户包括线下北京华联BHG、华润ole、美国Costco、阿里巴巴、盒马
鲜生、百果园、世纪联华等大型连锁商超，线上包括天猫、阿里巴巴、淘宝、拼多多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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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武晓娟 行政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xz@sdzcxl.cn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电线电缆专业或理工类 专科及以上 2

会计 财务专业 专科及以上 2

提供宿舍、中午工作餐
、年终奖金及福利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中船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18606419207

石岛工业园龙跃北路108号

企业简介

    中船线缆成立于2009年10月份,地址位于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跃北路108号，是一家集
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船用电缆与海工电缆
。公司服务客户主要是国内各大造船厂以及央企下属船用配套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
累，公司拥有挪威船级社、中国船级社、英国劳氏船级社等多国船级社船用电缆的认证资
质，公司电缆品种和规格型号不断丰富，产品电压等级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能够满足客
户多种需求
    公司以“众为”为电缆注册商标，其图案是由初升的旭日和抽象的线缆组成，代表企
业的发展和向上的力量，人之聚为众，业立成可为，中船线缆不断创新和超越，如旭日东
升，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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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姚佳怡 招聘主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yxtzhaopin@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营业员 医药相关专业 中专 50 2500-50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营业员 医药相关专业 专科 100 2500-5000

储备店长 医药相关专业 专科 30 3000-6000

质量管理员（GSP） 医药相关专业 专科 4 3500-5000

采购员 医药相关专业 专科 5 3500-45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燕喜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8963194289

荣成市

企业简介

    山东燕喜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业务范围涵盖零售连锁以及批发配送于一
体，总部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市。经过二十余年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拥有800余家终
端零售连锁药店，批发业务覆盖整个山东地区，员工总数4000余人，是胶东半岛医药连锁行
业领军企业。
    燕喜堂匠心坚守、不断跨越，积极提升专业力、商品力、创新力。开展糖尿病、高血压
等慢病管理服务；以传承中国中医文化为己任，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开设了集提供产地直
采的中药饮片、专业的中医诊疗全方位服务的燕喜堂国医馆；抢抓“互联网+”战略机遇，
积极发展医药电商平台，线上线下互通互联，依托众多的实体药店建立“药急送”O2O平台
……燕喜堂正以宏伟的气魄开启属于自己的医药健康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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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毕红欣  人事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648936025@qq.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质量管理 食品相关专业 大专 2 4000-5000

研发人员 食品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3 3000-4000

车间主任 食品相关专业 大专 2 4000-5000

会计 会计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3000-4000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立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有限公司

15610098928

威海市荣成市石岛牧云西路

企业简介

    山东立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6日，由山东立好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与个人股东联合投资，位于威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公司占地4500
平方米，办公区1100平方米，洁净车间800平方米，仓库500平方米，化验室800平方米；一
期投资1700余万元新建了符合GMP标准的洁净车间、实验室及包装车间，可用于固体饮料和
特医食品的加工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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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孙晓霞 行政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5588384667@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口腔助理医生 口腔医学 大专 1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口腔助理医生 口腔医学 大专 10

咨询师 不限 大专 3

护士 护理 大专 10

前台 不限 大专 5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绩效奖金、年终奖金、带薪年
假、公派学习、公派旅游、五
险一金、工龄工资、孝顺基金
、加班费、节假日福利、免费
推拿、免费住宿、免费午餐、
月休5天

荣成卓雅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17663112868

荣成市新庄北区91号楼10-13号

企业简介

    荣成卓雅口腔创立于2011年，下设两家口腔医疗机构，总营业面积1500平米，预计
2021年7月份开设第三家口腔医疗机构，营业面积2000平米。现有员工65人、牙椅22台，是
一家集牙防、医疗、科研、教学培训为一体的威海知名口腔医疗连锁机构，开展牙齿种植
、牙齿正畸、牙齿美白、儿童齿科、美学修复、牙周治疗、舒适洁治、微创拔牙、显微根
管及口腔保健等项目，采用全方位的数字化技术管理。
    专业的医疗团队成员均毕业于正规院校医学专业，具有精湛的口腔医疗技术和丰富的
临床经验，定期前往第四军医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
院等地学习交流，邀请国内外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门诊配备德国、美国、瑞士、意
大利等世界知名品牌口腔设备——德国Fotona铒钕双波长激光治疗仪、Myray及Largev口腔
CBCT、iTero数字化口内扫描仪、德国KaVo种植机、德国KaVo热凝牙胶充填系统、德国Durr
X射线扫描仪、德国Leica显微镜、美国Densply根管马达、意大利Silfradent超声骨刀及离
心机、牙周无痛治疗仪、无痛麻醉仪、儿童VR眼镜等。门诊内设全部为独立诊室，引进全
自动密封设备，采用国际化标准消毒，严格执行四手规范化操作、一人一用一消毒，从源
头杜绝交叉感染，为患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就医环境。门诊注重对新员工的培养，有完善的
带教制度和专业的带教老师，为新员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定期组织内训和外训，缩短
新员工的成长时间，为顾客诊疗提供专业的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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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颖 人事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yjyysq@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护士 护理专业 大专 10 1800元/月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护士 护理专业 大专 10 3000元/月起

中医 中医专业 大专 2 3500元/月起

康复师 康复师专业 大专 2 3500元/月起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海都老年病医院

15898971933

荣成市港西镇通海路77号

企业简介

    海都老年病医院是综合医保定点机构，先进的医疗设备、专业的医护队伍为我们社区
的长者提供了安全保障。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中医、针灸推拿、康复、体检和安宁疗护
科室，全方位保障老人生命安全，入出院手续便捷、护工全程照护、医保直接结算，彻底
解决家属的后顾之忧。同时为所有入住老人开设慢病管理，定期查体，建立健康档案，全
天候24小时医师值班守护。
    专于心，精于行!我们愿为所有入园的老人及家属提供最温暖、最用心、最细致、最专
业的服务，以良知孝爱惠及万千老人，让所有老人幸福快乐、让所有家属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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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颖 人事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yjyysq@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护理员 老年服务与管理 中专 10 18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护理员 老年服务与管理 中专 10 3500

服务秘书 幼师 中专 2 3000

服务员 酒店管理 中专 2 3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海韵居养老公寓

15898971933

荣成市港西镇通海路77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海韵居养老公寓成立于2017年，隶属于海韵居医养社区，位于山东威海好运角旅
游度假区，交通便利、自然生态环境优美，距国家AAAA级景区那香海仅5分钟车程。海韵居
是集养老、医疗、健康、文化、旅游度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医养社区，总占地面积约为
50000㎡（75亩地），总建筑面积约62000㎡；设有340余间适老化公寓。项目设有二级老年
病医院、美食中心、主题公园、平价超市、弥散氧吧、文娱活动室等，是一家养老配套设施
齐全，医、养、护无缝对接，全封闭式医养综合型养老项目；配有专业的为老服务团队和医
疗团队，全方位为老人健康生活服务，是威海市第一家真正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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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田军阳  人事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96093446@QQ.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餐饮服务员 酒店专业 中专以上 6 3200-3400

新媒体运营 不限 大专以上 2 3200-34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新媒体运营 不限 大专以上 2 3800-4500

文案策划 不限 大专以上 2 3800-45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新锦成文化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0631-7833015

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

企业简介

    荣成新锦成文化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现有员工300余人；公司集旅
游、养生、度假于一体，下辖景区有：西霞口野生动物园、成山头（国家AAAA级重点风景
名胜区）、摩天岭、海驴岛（中国黑尾鸥之乡）、隆霞湖等；另有准四星级酒店博霞山庄
、渔家乐特色民宿等。公司年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
    公司以创建最具特色的康乐旅游目的地为宗旨，结合各景区特色，致力打造中国最具
吸引力的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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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于佳佳 人力资源部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yjj_nxh@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市场部预订员
、文员

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3 2500-3000

收银员 会计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2500-3000

酒店前台接待 酒店管理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2600-3200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市场部预订员
、文员

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3 3000-3500

库管员 会计、物流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2800-3200

收银员 会计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2600-3200

酒店前台接待 酒店管理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2600-32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那香海人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15065176898

威海市那香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企业简介

    山东那香海人假日酒店坐落于AAAA级那香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内，是一座集会议、住宿、
餐饮、娱乐、温泉、康养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三星级酒店，于2014年12月5日开始试运营。
    酒店东临800亩天然氧吧黑松林，西接威海市经济开发区，南靠千年渔村港西镇，北拥
16公里天然海滩，独享4000米专属那香海国际海滨浴场，可谓远离繁茂都市生活、拥抱清新
自然的理想之所。
    酒店包括四大运营部门：旅游事业部、房务部、餐饮部、温泉运营部。酒店目前共有员
工3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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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人力资源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r.resortweihai@hojochina.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人力资源部文员 不限 本科 1 包吃包住

实习生 酒店/旅游管理 大专 3 包吃包住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会计 会计类 本科 2 包吃包住

工程部秘书
预订部文员

不限 本科 2 包吃包住

市场传讯部文员 设计类 大专及以上 1 包吃包住

餐饮部秘书、文
员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 包吃包住

前台接待员 酒店/旅游管理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包住

厨师 烹饪类 大专及以上 1 包吃包住

维修工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包住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圣尼斯酒店有限公司香海豪生度假酒店

0631-7866888

环海路6699号 

企业简介

    威海香海豪生度假酒店是威海首家国际高端品牌酒店，位于那香海国家AAAA级景区内，
由山东万恒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由大中華酒店（香港）有限公司 Greater China
Hospitality (H.K.) Limited 授权经营管理。大中華酒店（香港）有限公司由温德姆酒店集
团授权，在大中华地区拓展及管理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及度假村与豪生酒店及度假村，目前
在全国60余个城市，运营98家酒店。
    香海豪生度假酒店拥有305间客房及套房，优雅舒适，设备设施齐全而温馨，为度假及商
务客人提供细致入微的优质服务。3间风格各异的餐厅和酒吧提供各色佳肴美馔，包括豪生咖
啡厅、豪生阁中餐厅及艺廊大堂吧。同时还有可至多容纳500人的豪生厅适合各类大型婚宴、
商务宴请及会议，多功能会议室和董事会会议室，可分别容纳12人-60人，可满足客户不同层
次的会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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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人力资源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r.public@wyndhamgardenwh.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人力资源部文员 不限 本科 1 包吃包住

实习生 酒店/旅游管理 大专 3 包吃包住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会计 会计类 本科 2 包吃包住

工程部秘书 不限 本科 1 包吃包住

预订部文员 不限 本科 1 包吃包住

市场传讯部文员 设计类 大专及以上 1 包吃包住

餐饮部秘书 不限 大专及以上 1 包吃包住

客房中心文员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包住

前台接待员 酒店/旅游管理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包住

厨师 烹饪类 大专及以上 1 包吃包住

维修工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 包吃包住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圣尼斯酒店有限公司香海温德姆花园酒店

0631-7860820

环海路6699号 

企业简介

    威海香海温德姆花园酒店是威海第二家国际高端联号酒店，位于那香海国家AAAA级景区
内，由山东万恒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由全球最大（基于酒店数量计算）、最多元化的酒
店集团——温德姆酒店集团 Wyndham Hotels & Resorts授权经营管理。
    酒店拥有269间客房及套房优雅舒适，设备设施齐全而温馨，为度假及商务客人提供细
致入微的优质服务。3间风格各异的餐厅和酒吧提供各色佳肴美馔，包括咖啡厅、中餐厅及
大堂吧。同时还有可至多容纳700人的大厅适合各类大型婚宴、商务宴请及会议，2个多功能
会议厅、董事会会议室、贵宾接待室，可分别容纳14人-200人，可满足客户不同层次的会议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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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杨春艳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12551573@qq.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预算 预算 中专以上 1 面议

资料员 不限 中专以上 1 面议

技术员 土建 中专以上 1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市广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296310989

荣成市河阳东路6号

企业简介

    公司成立于2017年05月05日。公司的营业期限为2017年05月05日至2047年05月04日。
公司目前可经营的范围有房屋建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线路管道安装，土石方挖掘，装
饰装修，门窗制作及安装，批发零售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现持证人员有二级注册建造师8人；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12
人；现场管理人员有（施工员3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2人、机械员2人、资料员2人、材料
员5人、造价员1人、劳务员1人）为15人；技术工人50人。
    公司把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的追求，坚持靠信用待用户，打好“服务牌”，以用户满意
为第一追求，视客户和广大消费者为上帝，实行售前，售中，售后一体化服务，处处为消
费者着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客户，消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在利益问题
上，公司采取“双赢”方针，经营双方遵守互利互惠的原则，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稳
定的营销网络。同时，建设以诚信理念为宗旨的企业文化体系。公司把诚信建设作为企业
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来抓，一是提出了“以德治企，诚实守信”的道德信条，倡导“说老
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企业作风，形成了“创新共赢奉献”的企业价值观等企业
文化理念。二是着眼于道德宣传教育，着力于增强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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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姜辉 技术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jiatai@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工程技术 大专以上 5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佳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406753196

荣成市崂山街道佳华工业园

企业简介

    荣成市佳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隶属山东佳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注
册资本2000万元，具有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起重设备
安装专业承包三级资质，能够独立承建各种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等施工、安装工程。拥有
技术管理人员80多人，年施工能力达30多万平方米，工程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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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钟彦华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csjzaz@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水暖工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以上学历 2 面议

技术员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以上学历 2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3963123006

荣成市河阳东路109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位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滨海城市荣成。公司始建于1979
年，为国家房屋建筑总承包二级资质企业，主要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市政
建设、商品混凝土制造销售、线路管道、机电安装、建筑装饰装修、铝合金加工、制冷设
备制作安装、生态养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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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凯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27327165@qq.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土木工程 专科及以上 2 面议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土木工程 专科及以上 2 面议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凯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063182638

荣成市崂山北路106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凯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四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91371082706080073W；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37027925；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鲁）JZ安许证字[2005]100178。
    公司现有职工70余人，具有工程系列技术人员14人，其中中级职称技术人员7人，具有
经济系列职称人员1人，二级建造师10人，专业管理人员30人，技能工30人及特殊工种均已
达到持证上岗之要求。公司下设六科一室，二个总承包项目部，水、电、钢筋机修三个安
装队，承建各类普通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及管线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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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郭宏伟 技术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huanglijianzhu@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建筑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 5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双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356806650

荣成市石岛峨石山路798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双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4年，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荣
成，是一家集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工程、装饰装修、房地产开发为一体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公司拥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钢结构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公
司自成立以来视质量安全为企业命脉，视优质服务为企业天职，坚持以“百年大计、质量至
上”为指导思想，以实际行动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信誉。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安全生
产管理体制，实行ISO9001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竭诚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一流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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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秉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yifa-anjian@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电焊工 电焊 高职/技校 10
五险一金

月薪3000+年终奖

技术员 建筑环境与设备 大专以上 2 五险一金+年终奖

技术员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大专以上 3 五险一金+年终奖

技术员 焊接技术与工程 大专以上 2 五险一金+年终奖

技术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大专以上 2 五险一金+年终奖

技术员 能源与动力工程 大专以上 2 五险一金+年终奖

技术员 工业与民用建筑 大专以上 2 五险一金+年终奖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成立于1978年4月，1999年10月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目前已发
展成为机电设备安装为主，多业并举的集团化企业。
    公司从业人员达800多人，公司下设七个行政部室，四个分公司和一个压力容器制造厂
。具有锅炉安装2级许可，D级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和安装许可，GB类和GC类压力管道设计、
安装许可；还拥有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公司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0多人，其中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30多人，具有中
高级技术等级的技术工人占职工队伍总数81%，2002年4月在荣成市建筑行业率先通过了
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

17663117229

荣成市成山大道中段169号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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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林子程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wangleku123@126.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本科 10 供食宿、3500元

资料员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本科 10 供食宿、3000元

安全员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本科 10 供食宿、3000元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本科 10
供食宿、3500-

4000+

资料员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本科 10
供食宿、3000-

4000+

安全员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本科 10 供食宿、3500元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住宅开发有限公司

18663111635

荣成市观海中路171号

企业简介

       荣成市住宅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公司始终立足于实际，坚持“诚信、品质
、服务”的经营理念，坚持“科学发展、品牌发展，诚信发展”的发展战略，以“做一个行
业内的品牌企业”为公司使命，勇于攀登住宅建设的珠峰，打造一流精品工程。
       公司现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公司以建筑施工为
主，房地产开发为支撑，集物业管理、市政工程、钢结构、商砼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
注册资金1亿元。公司下设11个土建项目部、两个市政项目部、两个商砼公司、一个材料公
司、一所综合加工厂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现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0余人，先后创建优良
工程108项，多个工程被评为山东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山东省“质量诚信、用户
满意”示范工程，无质量通病称号；山东省安全文明工地；山东省安全文明示范工程；山东
省建筑工程结构优良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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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邹德明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dhsjg@sina.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会计 会计 大专 1
见习期满月均收入4000元

以上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海上建港有限公司

0631-7382487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海港路419号

企业简介

    山东海上建港有限公司基地位于山东省荣成市港湾街道。所属行业为建筑业，主要经
营范围为码头、防波堤、船台、滑道工程建设及港池、航道疏浚等，是一个具有四十多年
施工经验的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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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女士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sdjzjsgc@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人员 勘察类、建设类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

技术人员 测量测绘、地理信息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6

周末双休，提供住
宿，午餐免费。转正
后，根据工作能力公
司会提供更优越条件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佳展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5318296848

威海市荣成市青山东路218号

企业简介

    山东佳展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荣成市，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工程造价咨询乙级
资质、测绘乙级资质。公司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信息
安全管理四大体系认证。
    企业成立于2018年3月23日，注册资金2000万元，拥有各类先进的施工设备及测量仪器
20多台。公司现有职工100多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12
人，初级职称20人，具有注册测绘师2人，注册造价师4人，注册监理师2人，一级建造师2
人，二级建造师13人，技术工人40多人。公司近年来发展迅猛，前景广阔，需招募贤才与我
们一起携手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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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刘忠惠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uadurc@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建筑设计师 建筑学专业 本科 2

结构设计师 土木工程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2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建筑设计师 建筑学专业 本科 2

结构设计师 土木工程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2

电气设计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以上 2

景观设计师
建筑学、景观设计或环境艺术

专业
大专及以上 2

    公司成立于2009年，拥有建筑设计甲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城乡规划
编制丙级资质。可承担建筑工程设计、规划设计、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轻
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以及相应范围内的甲级专项
工程设计业务，也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
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我院坚持聚焦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综合解决能力，以客户需
求和前沿发展理念为驱动力，使公司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二十年来，我院设计内容涵
盖住宅、办公、教育、商业、医疗、工业等各个领域，设计成果也在全国遍地开花。
    华都让每个工程享受到高品质、高效率、高要求的服务，是华都人不断追求。我院具
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3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3名，注册设备师1名，注册电气师2名。
这支经验丰富、高效团结、勇于创新设计团队是我院保证每个项目设计质量的核心力量。

山东省华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

15553884999

荣成市冠岭西区82号

企业简介

按劳取酬  五险一
金 节日福利。

实习期间月薪3000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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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强  财务科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hxsjzp@126.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规划设计师 规划设计、城乡规划 本科及以上 3 面议

建筑方案设计师 建筑学或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2 面议

建筑施工图设计师 建筑学或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3 面议

结构设计师 结构工程、土木工程 本科及以上 3 面议

景观方案设计师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本科及以上 2 面议

景观施工图设计师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本科及以上 2 面议

给排水设计师 给排水或市政工程 本科及以上 1 面议

暖通空调设计师 暖通空调或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1 面议

市政道桥设计师 道路桥梁公路工程 本科及以上 3 面议

电气设计师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2 面议

造价师 工程造价 本科及以上 1 面议

会计 会计学 本科及以上 1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华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9963195255

荣成市伟德东路168号

企业简介

    山东华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现总公司位于山东省威海市，下设子公
司：山东华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青岛分公司、济南分公司及青岛华信城市景观
设计有限公司、威海汇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成市伟德山生态农场。公司旗下拥有员工
138人，其中设计人员56人，各专业均拥有专职的一级注册师，设计团队中级及以上职称占
比60%。公司设计资质为建筑甲级和市政乙级，是一个具有综合性设计能力的公司。我院技
术实力雄厚，专业配套齐全，设有规划、方案、建筑、结构、暖通空调、给排水、电气、市
政、景观园林等专业，主要承担公共、民用建筑设计，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建筑智能系统
工程设计，市政设计，建筑动画，效果图制作等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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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张明波 行政部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whth7607888@126.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土木工程 大专 4 2500/月，包吃住

预算员 工程造价 大专 2 2500/月，包吃住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土木工程 大专以上 5 面议

预算员 工程造价 大专以上 4 面议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天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336301668

荣成市富源北路128号

企业简介

    威海天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主项资质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增项资质为水利水电总承包三级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施工劳务资质
不分等级。
    公司注册资本2100万元，固定资产6000多万元，流动资产2.4亿元，公司现拥有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180人，经营管理人员120人，拥有一批熟练技术工人和固定的劳务队伍。年施
工能力达到30万平方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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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张新卿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ongchengtaihang@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建筑设计 建筑工程 专科以上 2 面议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建筑设计 建筑工程 专科以上 2 面议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李院长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建筑设计 建筑学 本科 2人 4000提供食宿

结构设计 结构专业 本科 2人 4000提供食宿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太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3290176529

荣成市成山大道东段108号

企业简介

    荣成太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是山东太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建筑设计资质为甲
级，为扩大企业，需招聘就业毕业生。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新元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3963100266

荣成市青山路6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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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毕玲玉 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yundajichu@126.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员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土木
工程、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

本科 4
免费提供食宿（三

餐）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技术人员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土木
工程、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

本科 6
免费提供食宿（三
餐），缴纳五险一
金，工资待遇高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山东运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13869027295

荣成市悦湖路175号

企业简介

    山东运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前身为荣成市运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
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具有岩土工程勘察专业甲级资质、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主要从事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各类地基基础施工；深基坑(边坡)支护设计与施工。公
司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经济开发区悦湖路175号，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办公楼面积为
1000多平方米，车间、仓库及职工宿舍2000多平方米。
公司现有职工6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1人，注册岩土工程师3人，一级注册建造师2
人，二级注册建造师8人。
    公司设有办公室、 技术科、财务科、生产科、安全科、设备科、供应科等管理机构。
施工队有岩土工程勘察队、预制管桩(方桩)施工队、长螺旋钻孔灌注桩队、冲击钻孔灌注
桩队、人工挖孔灌注桩队、100T.m～800T.m强夯队、水泥搅拌桩及锚杆(索)施工队。
机械设备40余台套，其中大型桩基设备有ZL60、ZL90、ZL120型共计11台，强夯机5台套，
装载、挖掘及吊装设备6台套，机械设备原值4000万余元。
    公司成立二十年，每年完成几十项岩土工程勘察、长螺旋桩、水泥搅拌桩、钻孔灌注
桩、人工挖孔桩、预应力管桩及深基坑支护等工程，工程质量优良，赢得用户的一致好
评，并连续多年被上级主管部门评为“勘察设计先进单位”、“建设行业先进单位”、“
科技创新企业”。
    公司的经营理念是: 以质量为生命，诚信经营，以优质工程稳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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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明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71459335@qq.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室内设计 设计 大专及大专以上 2 面议

预算员 工程造价 大专及大专以上 1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正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8771479238

成山大道中段108号

企业简介

    威海正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04月17日，从事室内外装修装饰、
城市雕塑、铝合金加工、销售、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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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勤 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010036644@qq.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设计 室内设计专业 大专 4 面议

预算 工程预算 大专 4 面议

施工员 工程技术 大专 4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典雅装饰有限公司

13061130003

荣成市成山大道

企业简介

    荣成市典雅装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具有贰级建筑装饰装修资质。公司成立时间虽
短，但却以超前的发展经营理念和战略眼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从竞争激烈的装饰行业脱
颖而出，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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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王森 经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d7567779@163.com 单位地址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工程造价 相关专业 大专 1 面议

室内设计 相关专业 大专 1 面议

技术员 相关专业 大专 1 面议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荣成市荣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863169599

荣成市黎明南路79号

企业简介

    公司坐落于荣成市黎明南路79号的荣成市荣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住宅
及大型公用建筑装饰装修公司，并拥有装饰装修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是威海市首批拥有装
饰资质的知名企业。成立于1993年，现有员工百余人，是一家信用等级AAA级的大型综合性
装饰工程公司。  
公司现下设广告公司与装饰公司，广告公司主要接洽发布户外大型广告牌，室内外写真，
广告看板制作，画册设计印刷等业务。装饰公司本着以“质量为本，精益求精”的宗旨，
已具备了各种大型装饰装修工程的承接能力。
    其他福利：
     1、社保：医疗/养老/生育/工伤/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
     2、工龄工资+节假日福利+年终福利+旅游津贴等;
     3、带薪年假+员工旅游+部门团建+生日关怀+定期体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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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杨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hzs283660@163.com 单位地址

实习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装饰装修室内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 大专 3 面议

技术员、资料员 建筑 大专 3 面议

就业岗位 专业 学历 人数 提供待遇情况

装饰装修室内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 大专 3 面议

技术员、资料员 建筑 大专 3 面议

实习岗位需求情况

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

威海市荣华装饰有限公司

15266319337

荣成市成山大道东段199号

企业简介

    威海市荣华装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荣华装饰有限公司各方
面实力也在不断壮大。公司注册资金为1180万元，现有净资产3735万元，职工80人，管理
人员30人，一级建造师4人，二级建造师3人，拥有铝合金、不锈钢加工制作的厂房、木制
作车间及机床等配套设施。荣华装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室内设计、预算、施工、材料于一
体的专业化装饰公司。
    公司从事装饰装修多年，有着创新的设计、合理的报价，还有一批独立的专业化的施
工队伍，确保施工绿色环保，安全文明。公司主要从事大型办公楼、宾馆、船舶、家居、
商铺的设计与施工以及防腐木制作；建筑幕墙的生产、制作和安装；加工制作铝合金、不
锈钢、大型门头及广告牌业务。自公司成立以来，全体员工一直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
信誉求发展”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以客户的需求和满意为核心，以“诚信”为宗旨，不
断的用优质、精美、具有创造力的空间装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回报，从而使公司
不断发展壮大 。荣华装饰有限公司通过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立足荣成，广拓市场，逐步
成长为一个综合性的装饰装修高新技术企业，在荣成市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并且成为迄今
为止荣成市唯一一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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