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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市县委书记进校园引才活动暨佳木斯市“才聚三江”选聘企业岗位计划表

序号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岗位代码
招聘
人数

需求专业 学历学位 薪资等待遇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岗位描述

1

黑龙江省北大荒绿色健康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员 20223001 3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安
全与检测、微生物等相关

专业
研究生

6000元/月；五险一金、有租房
补贴、毕业生津贴、误餐费、科
技津贴，带薪年休假，年终奖
等；有安家费3-5万元，人才津

贴12000元。

杨雨鑫
13384546688

负责食品研制开发相关工艺
的制定，了解技术和法规，
具备较强的产品技术创新能

力。

2 食品检验员 20223002 9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安
全与检测、微生物等相关

专业
本科以上

5200元/月；五险一金、毕业生
津贴、误餐费、科技津贴，带薪

年休假，年终奖等。

善于学习，身体素质好，能
倒班工作，愿意长期在企业

工作，有团队精神。

3 电商部科员 20223003 1 电子商务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5200元/月；五险一金、科技津
贴，带薪年休假，年终奖等。

负责自媒体渠道招商带货推
广工作，业务跟进等工作。

4 销售员 20223004 4 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4500元/月；五险一金、有电话
费补助、交通补助、租房补助。

负责品牌豆浆粉国内市场的
开发、销售工作；对市场情
况进行具体分析，制定相应
的营销措施及实施。     .

5 生产部科员 20223005 2
食品科学与工程

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5200元/月；五险一金、科技津
贴，带薪年休假，年终奖等。

负责生产部相关管理工作

6 会计 20223006 1 会计专业 专科以上 5200元/月；五险一金。

负责成本核算、工资核算、
会计核算相关业务；科技津
贴，带薪年休假，年终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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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黑龙江省北大荒绿色健康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一线
操作工

20223007 15
机电、维修、食品等

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4000-4500元/月；五险一金  误
餐费，通勤费，带薪年休假，年

终奖等。

杨雨鑫
13384546688

负责制浆车间或包装车间的
设备操作工作，要求身体素
质好，能适应倒班作业，能

吃苦耐劳，善于学习。

8

佳木斯冬梅大豆
食品有限公司

化验员 20223008 3 食品检验及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2500-3000元/月

曹红莹
13846159672

原辅料及公司产品检验；可
适应倒班。

9 生产操作工 20223009 10 不限 专科以上 3000-5000元/月
机器操作，完成产品加工过

程；可适应倒班。

10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QA、QC、工艺、
技术

20223010 8
制药工程、中药学、

药学、药分
研究生 4000-6000元/月

王先生
0454-8358051
13045427057

达到公司规定的
岗位职责

11
QA、QC、工艺、

技术
20223011 2

制药工程、中药学、
药学、药分

本科以上 4000-6000元/月
达到公司规定的

岗位职责

12 工程设备部 20223012 3
设备自动化、机械、

电气
本科以上
（学士）

4000-5000元/月
达到公司规定的

岗位职责（男生优先）

13 会计 20223013 3 财务管理、会计学
本科以上
（学士）

4000-5000元/月
达到公司规定的

岗位职责（男生优先）

14 销售地级经理 20223014 20 不限 专科以上 4000-8000元/月
达到公司规定的

岗位职责（男生优先）

15

佳木斯黑龙农药
有限公司

化验员 20223015 1 化工专业 专科以上
3000-3500元/月；五险一金、年
节福利、免费食堂、通勤车、健

康体检。
陈  静

13945457261

45周岁以下，会使用气相和
液相色谱优先。

16 环保专员 20223016 1 环保专业优先 专科以上
3500-4500元/月；五险一金、年
节福利、免费食堂、通勤车、健

康体检。

45周岁以下，3年以上工作经
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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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佳木斯黑龙农药
有限公司

仪表工 20223017 3 自动化专业优先 专科以上
3500-4500元/月；五险一金、年
节福利、免费食堂、通勤车、健

康体检。

陈  静
13945457261

45周岁以下

18 生产设备管理 20223018 1 化工专业、机械专业等 专科以上
5000-7000元/月；五险一金、年
节福利、免费食堂、通勤车、健

康体检。
45周岁以下

19 自动化工程师 20223019 2 化工机械、机电一体化等 本科以上
5000-7000元/月；五险一金、年
节福利、免费食堂、通勤车、健

康体检。

45周岁以下，5年以上化工工
作经验。

20 车间主任 20223020 2 化工专业 专科以上
5000-7000元/月；五险一金、年
节福利、免费食堂、通勤车、健

康体检。

45周岁以下，化工实验或工
厂工作经历10年以上。

21
佳木斯惠尔橡塑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20223021 1 机械、电气 专科以上 2600-4000元/月
张海艳

13512642224
会CAD制图

22
中建材佳星玻璃

（黑龙江）有限公司
机械、电气
操作工

20223022 2 机械电气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000-5000元/月
许春颖

18845408778

23

葵花药业集团
（佳木斯）有限公司

检验员（QC） 20223023 2
中药学、药物分析或

检验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000-4000元/月，五险一金，免
费工作餐、通勤车及年度体检。

魏先生
0454-8900510
18045461456

药品检验操作，动手能力
强，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执
行力强，服从工作安排。

24
质量监控员
（QA）

20223024 3
中药学、生物制药等

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000-4000元/月，五险一金，免
费工作餐、通勤车及年度体检。

熟悉国家药品相关政策、法
律法规，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分析能力，执行力强，

服从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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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葵花药业集团
（佳木斯）有限公司

工艺员 20223025 2
中药学、生物制药等

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000-4000元/月，五险一金，免
费工作餐、通勤车及年度体检。

魏先生
0454-8900510
18045461456

熟悉国家药品相关政策、法
律法规，掌握制药工艺、流
程、验证等工作，具备良好
的沟通能力、分析能力，执
行力强，服从工作安排。

26
研发质量
研究员

20223026 1
中药学、药学或
仪器分析专业

硕士
工资面议，五险一金，免费工作

餐、通勤车及年度体检。
有研发质量、检验分析经验

及能力。

27

佳木斯兴宇生物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操作工 20223027 3 化工类 专科以上 3500-5000元/月

李先生
15946780351

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不怕
脏累，能适应倒班制。

28 污水工 20223028 1 环保专业 专科以上 3000-4000元/月
有责任心，会简单的电脑基
础知识，能适应倒班制。

29
黑龙江冰泉多多保健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操作工 20223029 10 机械或食品专业 专科以上
4000元左右/月，五险一金、餐
补车补、毕业生津贴、节日福利

、岗位责任奖金等。

王女士
13089696612

30

佳木斯畅通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20223030 1 机械制造
本科以上
（学士）

3000-5000元/月

徐恩成
0454-8580366

31 会计 20223031 1 财经类
本科以上
（学士）

3000-5000元/月

32 管理 20223032 1 经贸类
本科以上
（学士）

3000-5000元/月

33 三坐标操作员 20223033 1 机械制造 专科以上 3000-5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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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黑龙江迪尔制药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设计 20223034 4 机械设计 本科以上

2500-4000元/月，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年终奖等福利待遇。

韩  娜
15245488387

35 电气设计 20223035 1 电气自动化 本科以上

2500-4000元/月，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年终奖等福利待遇。

36 普通车工 20223036 2 机械加工 不限

3500-4500元/月，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

37 普通铣工 20223037 2 机械加工 不限

3500-4500元/月，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

38 数控加工中心 20223038 2 机械加工 不限

3500-4500元/月，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

39 数控车 20223039 3 机械加工 不限

3500-4500元/月，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

40 销售人员 20223040 3 机械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2500元/月+提成，正式入职后五
险一金，早八晚五，单休；公司
有免费班车，有食堂，节日实物

福利、年终奖等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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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佳木斯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

嵌线工 20223041 5 不限 专科以上
学徒期大专2000元/月，中专
1800元/月，出徒4000-7000元/

月。

于成龙
0454-8326289

42 接线工 20223042 20 不限 专科以上
学徒期大专2000元/月，中专
1800元/月，出徒4000-7000元/

月。

43 立车工 20223043 20 不限 专科以上
学徒期大专2000元/月，中专
1800元/月，出徒4000-7000元/

月。

44 装配工 20223044 20 不限 专科以上
学徒期大专2000元/月，中专
1800元/月，出徒4000-7000元/

月。

45 绝缘工 20223045 10 不限 专科以上
学徒期大专2000元/月，中专
1800元/月，出徒4000-7000元/

月。

46

佳木斯煤矿
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 20223046 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以上
（学士）

4500-8000元/月

杜先生
15765396599

机械设计相关专业

47 电气设计 20223047 5 电气自动化
本科以上
（学士）

4500-8000元/月 电气相关专业

48
益海（佳木斯）

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生产、储运、品
管、贸易
储备

20223048 5 不限
本科以上
（学士）

3500-6000元/月；五险一金，年
终花红，免费通勤，免费工作

餐，节日福利，员工体检，团建
活动，外地生源可免费住宿。

负责人
0454-8955679

1、生产、储运、品管储备不
限专业，能适应培养第一阶

段的倒班；
2、贸易储备能适应出差；
3、2022届应届本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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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佳木斯兆润衡器
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师 20223049 2 机械设计制造及相关专业 本科以上
3500-4500元/月；正式入职后满
一年交养老、工伤保险，上下班
有通勤车接送，中午免费午餐。

蔡  贵
13845479953

50 技术员 20223050 2 机械设计制造及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
3000-4500元/月；正式入职后满
一年交养老、工伤保险，上下班
有通勤车接送，中午免费午餐。

51

佳木斯中唯
实业有限公司

车间技术员 20223051 1 铸造专业 本科以上

第一年年薪4.2万元，
后续根据业绩增长。

贺  勇
13836667749

车间技术人员

52 车间技术员 20223052 1 焊接专业 本科以上 车间技术人员

53 车间技术员 20223053 1 机械制造 本科以上 车间技术人员

54 车间技术员 20223054 1 电气专业 本科以上 车间技术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