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佳木斯市2022年度“黑龙江人才周”企业公开招聘需求计划表

招聘单位
招聘
总数

单位性
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备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职位 岗位代码
岗位
数量

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佳木斯中建材
光电材料有限

公司
19 国有企业

操作员 202203001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供热补助，通勤补助等。

联系人：张金龙

联系电话：13803659880

邮箱：zhangjinlong827@163.com

助理工程师 202203002 5 理工 本科及以上 5000-6000 五险一金，供热补助，通勤补助等。

物料员 202203003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供热补助，通勤补助等。 二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质量经理 202203004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7000-8000 五险一金，供热补助，通勤补助等。 五年以上质量管理经验。

EHS工程师 202203005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6000-7000 五险一金，供热补助，通勤补助等。 三年以上相关经验。

黑龙江省北大荒

绿色健康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36 民营企业

研发员 202203006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

有安家费3-5万元，人才津贴12000元
/年；有租房补贴、毕业生津贴、误

餐费、五险一金，科技津贴，带薪年
休假，年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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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8904544951

邮箱：568972@qq.com

食品检验员 202203007 9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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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主播
兼运营助理

202203008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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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抖音直播及运营助理工作。

电商部科员 202203009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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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员 202203010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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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部科员 202203011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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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 202203012 1 会计 大专及以上 5200
五险一金，科技津贴，带薪年休假，

年终奖等。

负责成本核算、工资核算、会计核算

相关业务。

生产一线操作工 202203013 1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4500
误餐费，通勤费，五险一金，带薪年

休假，年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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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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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
总数

单位性
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备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职位 岗位代码
岗位
数量

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佳木斯多多药业

有限公司
37 民营企业

QA、QC 202203014 10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00+
探亲假、带薪休假、五险一金、现金

实物福利、岗位责任奖。

联系人：王肃坤

联系电话：0454-8358051

邮箱：ddyywsk@163.com

人力资源 202203015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00+
探亲假、带薪休假、五险一金、现金

实物福利、岗位责任奖。

工程设备部 202203016 3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00+
探亲假、带薪休假、五险一金、现金

实物福利、岗位责任奖。

财务管理 202203017 3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00+
探亲假、带薪休假、五险一金、现金

实物福利、岗位责任奖。

销售地级经理 202203018 2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
探亲假、带薪休假、五险一金、现金

实物福利、岗位责任奖。

常发佳联农业
装备有限公司

40 民营企业

钣金折弯工 202203019 10 不限 中专及以上 6500-10000 无 工作满4个月以上报销往返路费。

联系人：付先生

联系电话：15045404123

邮箱：125373945@qq.com
数控机床加工 202203020 10 不限 中专及以上 6500-10000 无 工作满4个月以上报销往返路费。

钣金焊工 202203021 20 不限 中专及以上 6500-10000 无 工作满4个月以上报销往返路费。

黑龙江迪尔制药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31 民营企业

机械设计 202203022 3 机械设计 本科及以上 2500-4000
交五险一金，有食堂，免费通勤车、

免费住宿。

联系人：韩娜

联系电话：15245488387

邮箱：dryjzhy@126.com

电气设计 202203023 3 电气自动化 本科及以上 2500-4000
交五险一金，有食堂，免费通勤车、

免费住宿。

销售人员 202203024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交五险一金，有食堂，免费通勤车、

免费住宿。

普通、数控车工 202203025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交五险一金，有食堂，免费通勤车、

免费住宿。

普通、数控铣工 202203026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交五险一金，有食堂，免费通勤车、

免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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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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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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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备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职位 岗位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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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佳木斯市海佳听力

瑞声达助听器销售

中心
15 民营企业

财会 202203027 2 会计类 大专及以上 4000-6000 无
多年财务经验，负责账务税务报表及

票据审核等。

联系人：门海峰

联系电话：15845455291

邮箱：1254769522@qq.com

店面店长 202203028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8000 无
多年同岗位经验，形象气质佳,身高

160以上。

店面销售 202203029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6000 无
多年同岗位经验，形象气质佳,身高

160以上。

医学生 202203030 5
临床医学 医药学 

医疗器械
大专及以上 3000-7000 无

黑龙江冰泉多多

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11 民营企业

包装车间管理 202203031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 无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089696612

邮箱：6987652@qq.com

包装工 202203032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无

黑龙江省普田
种业有限公司

4 民营企业 科研人员 202203033 4 农学 本科及以上 4000 无
联系人：孙晶

联系电话：13339443310

邮箱：1569874@qq.com

佳木斯诚成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11 民营企业

图书校对员 202203034 5 不限 本科及以上 3000-3500 年终福利。 师范类、有教学经验优先。

联系人：刘影

联系电话：13846197343

邮箱：hr.ccwh@outlook.com

图书排版员 202203035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年终福利。
熟练使用电脑打字，会基础的电脑软

件。

自媒体维护员 202203036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年终福利。 有2年相关工作经验，IT专业优先。

人力资源 202203037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3500-5000 年终福利。 有5年相关工作经验，擅长与人交流。

销售专员 202203038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3000-5000 年终福利。 有快销品经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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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
总数

单位性
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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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岗位代码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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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黑龙江诺潽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5 民营企业

EHS工程师 202203039 1
生物学、化学、
制药、食品科学

、安全工程

本科及以上 6000-8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有医药、化工、生物等行业设备管理
相关工作经验；熟练使用word、

excel等办公软件及CAD绘图软件；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工作主

动，勤奋务实，善于沟通及具有团队
合作精神，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系人：杜俊鹏

联系电话：18704660514

邮箱：hr@innobionp.cn

运行主管 202203040 1 电器相关 大专及以上 5000-7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2年以上甲方或总包土建相关经验，管
理能力强，有过厂区改造，建设经
验，熟悉生物公司内主要生产车间环

境及工艺过程优先，善于沟通、有较
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很好的悟性，
能灵活处理工作中的各类问题。

设备工程师/技术
员

202203041 4
医学、化工、生

物
本科及以上 6000-10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有过从事微生物发酵的菌种生产的工
作经验。

土建工程师 202203042 1 土木、建筑相关 本科及以上 10000-12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发酵或提取方向，有生产现场发酵或

提取的工艺工程师经验。

菌种主管 202203043 1
化学、食品、微

生物相关
本科及以上 4000-6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有同类型、规模的全面质量管理的经
验，具备强力推进质量体系落地的能

力和经验。

工艺工程师 202203044 2
化学、食品、微

生物相关
本科及以上 5000-7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精通质量管理现场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验证等1-2个模块。

品控中心经理 202203045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10000-12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QA专员 202203046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10000-12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财务中心经理 202203047 1 会计、财务管理 本科及以上 8000-10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人力资源中心经理 202203048 1 人力资源相关 本科及以上 8000-10000
餐补、交通补贴、取暖补贴、节假日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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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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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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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岗位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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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黑龙江迪诺
医药有限公司

84 民营企业

车间操作工 202203049 2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5000 无 三班两倒或两班两倒。

联系人：逄锦楠

联系电话：13329549316

邮箱：814412610@qq.com

车间班长 202203050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5000 无
三班两倒或两班两倒，精细化工企业

生产经验3年以上。

工艺员/工段长 202203051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800-6000 无
优秀应届毕业生亦可，5个车间每个车

间2人。

车间主任

（含副主任）
202203052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7000-8500 无

原料药、精细化工企业生产管理经验5

年及以上。

财务主管 202203053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6500 无
会计初级/中级职称，制造企业总账会

计3年以上。

电气工程师 202203054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500-8500 无
熟练掌握CAD软件，有过工厂高、低

压、DCS系统项目经验。

设备员 202203055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600-5000 无

全面掌握反应釜、离心机等设备，应
届生本科生亦可（定位设备工程

部），技改，设备管理，计量，设备
验证等工作。

EHS工程师 202203056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800-6000 无
掌握项目立项及安全、环保三同时流
程。有施工项目安全管理经验，有注

册安全工程师证书优先。

采购专员 202203057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300-4500 无
具有1年以上五金采购、办公用品采购

等日常采购经验。

供应链专员 202203058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300-4500 无
应届生亦可。采购内勤、销售内勤职

责。

五金库管理员 202203059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600-4000 无 有五金库仓库管理经验优先考虑。

QA主管（储备） 202203060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00-7000 无
工作3年以上，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
工作上能够独挡一面，具备良好的解

决问题能力。

QA（储备） 202203061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5000 无 规范药企QA工作经验一年及以上。

QC经理/主任/主管 202203062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00-8000 无
5年以上药厂QC管理经验，全面负责
QC实验室管理。熟悉气液相设备工作
原理，熟悉气液相方法学验证流程。

QC 202203063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5000 无
有药品、精细化工行业QC经验者优先

。

招聘专员 202203064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300-4500 无

具有1年以上招聘相关工作经验，熟知
招聘工作流程以及招聘渠道，熟悉国
家关于劳动合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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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
总数

单位性
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备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职位 岗位代码
岗位
数量

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黑龙江迪诺
医药有限公司

84 民营企业

机修班长 202203065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400-5000 无
精通机修维修、焊、管道或泵等维修
。医药化工企业经验优先考虑。

联系人：逄锦楠

联系电话：13329549316

邮箱：814412610@qq.com

机修 202203066 6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400-5000 无

机械维修，氩弧焊1，手工焊2个，管

道2个，电机、泵等机械维修2个焊工
证。

电工 202203067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400-5000 无 高低压电工，高压2个，低压2个。

公用工程操作工 202203068 6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400-5000 无
两班倒，月休四天（含锅炉工-铲煤铲

雪）,两班倒综合到手5000-5500。

黑龙江沃尔德
电缆有限公司

8 民营企业

电缆工艺员 202203069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 无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454-8577955

邮箱：89565697@qq.com

实验员 202203070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800-3000 无

变电所电工 202203071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 无

维修钳工 202203072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 无

佳木斯兴宇
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4 民营企业

操作工 202203073 2 不限 中专及以上 3000-5000 无 能适应倒班。

联系人：邱丽霞

联系电话：13504547603

邮箱：543116213@qq.com
化验员 202203074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无 相关专业，能适应倒班。

黑龙江大汇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民营企业

财务会计 202203075 1 会计、财务管理 大专及以上 3500-4000 缴纳保险，中午有免费食堂，上六休一。 有初、中级会计证，有工作经验。
联系人：李尚徽

联系电话：16604540122

邮箱：5655897@qq.com
建筑、物流会计 202203076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 缴纳保险，中午有免费食堂，上六休一。

有初、中级会计证，有建筑或物流方
面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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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招聘
总数

单位性
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备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职位 岗位代码
岗位
数量

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佳木斯字汇人生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4 民营企业

销售总监 202203077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10000 单休，法定假日休。
有两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有团队开

发和管理能力。

联系人：杨佳宇

联系电话：13512643234

邮箱：75592668@qq.com

销售专员 202203078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6000 单休，法定假日休。 有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服务老师 202203079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000-5000 单休，法定假日休。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书法老师 202203080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000 单休，法定假日休。 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无经验可培训。

校区主管 202203081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6000 单休，法定假日休。
具有1年以上人力资源或教学管理工作

经验者优先。

佳木斯市隆泰
橡塑密封制品

有限公司
16 民营企业

车间工人 202203082 8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000

岗位培训和技术培训；实习期满享有
个人社保（面议）；三年内每年薪资

上调6000元；轻松唯美的工作环境、
个性化团队氛围。

要求能服从分配、吃苦耐劳、诚信务

实、无违法犯罪记录。

联系人：夏宇

联系电话：18745486268

邮箱：w13306107558@126.com
注塑工人 202203083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000

岗位培训和技术培训；实习期满享有

个人社保（面议）；三年内每年薪资
上调6000元 ；轻松唯美的工作环境

、个性化团队氛围。

男女均可、要求能服从分配、吃苦耐
劳、诚信务实、无违法犯罪记录。

数控车床操作工 202203084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000

岗位培训和技术培训；实习期满享有

个人社保（面议）；三年内每年薪资
上调6001元 ；轻松唯美的工作环境

、个性化团队氛围。

男女均可、要求能服从分配、吃苦耐
劳、诚信务实、无违法犯罪记录。

大连今嘉船舶

工程有限公司
20 民营企业

二氧气体保护焊 202203085 5 不限 中专及以上 8000-13000 无 吃住免费。

联系人：赵智和

联系电话：15242662203

邮箱：514476389@qq.com

铆工 202203086 5 不限 中专及以上 8000-13000 无 吃住免费。

切割 202203087 5 不限 中专及以上 5000-8000 无 吃住免费。

油漆 202203088 5 不限 中专及以上 5000-9000 无 吃住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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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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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
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备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职位 岗位代码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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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黑龙江省鼎搜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119 民营企业

直播销售员 202203089 3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8000+ 无 免费岗前培训+就业。

联系人：张昊乾

联系电话：13304544254

邮箱：138332456@qq.com

现场助播 202203090 3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 无 免费岗前培训+就业。

后台中控 202203091 4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 无 免费岗前培训+就业。

直播运营师 202203092 1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10000+ 无 免费岗前培训+就业。

佳木斯佳和投资

有限公司
3 民营企业

工程项目管理员 202203093 1 建筑工程类 本科及以上 5000-5500
五险一金，十三薪、免费体检、热化

费、周末双休，统一食堂。

持有二级建造师以上资格证，从事过

多项建筑工程5年以上。

联系人：焦云鹏

联系电话：13945476386

邮箱：13945476386@139.com
工程预算员 202203094 1 建筑工程类 本科及以上 5000-5500

五险一金，十三薪、免费体检、热化

费、周末双休，统一食堂。

持有预算员资格证，从事过多项建筑

工程5年以上。

 财务会计 202203095 1 财会类 本科及以上 5000-5500
五险一金，十三薪、免费体检、热化

费、周末双休，统一食堂。
持有会计资格证，从事会计工作15年

以上。

黑龙江炬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 民营企业 企业经理 202203096 1 环保、化工 本科及以上 4000 无 男士优先，有3-5年工作经验。

联系人：李井文

联系电话：18945649933

285564@qq.com

佳木斯龙航港务局

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202203097 1 财务、会计 本科及以上 3900 无
应具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在企

业会计岗位3年以上工作经历。

联系人：郭凤辉

联系电话：13945467111

邮箱：guofenghui@163.com

财务管理部会计 202203098 1 财务、会计 大专及以上 3300 无
应具有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在企

业会计岗位2年以上。

综合管理部部长 202203099 1 汉语言文学 大专及以上 4100 无
应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从事过
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管理和企业规划

工作，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

市场开发部

业务专员
202203100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300 无

应具有一定的港口管理经验和港口业

务开发能力。

新港筹建组组长 202203101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100 无
应具有一定的港口管理经验和港口业

务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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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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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招聘职位 招聘条件 岗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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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瑞丰种业

有限公司
6 民营企业

财务经理 202203102 1 财务、会计 本科及以上 6000 无
会计师职称，2.5年以上财务管理工

作经验。

联系人：杨佳森

联系电话：15145492656

邮箱：15145492656@139.com

金融经理 202203103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5000-6000 无
从事小额贷款，金融类管理岗5年以上

经验。

副总经理 202203104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7000 无

5年以上企业高层管理工作经验；工作
有条理,细致、认真、有责任心,办事
严谨；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业务谈

判能力，作风顽强；具备较强的文字
撰写能力、良好的职业操守、道德品
质，较强的经营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

。

高级管理人员 202203105 2 金融类 本科及以上 6000 无
5年以上，粮食或金融或财务企业管理

经验者优先。

佳木斯黑龙农药

有限公司
15 民营企业

车间主任 202203106 2 化工 大专及以上 7000-8000 五险一金。 10年以上工作经验。

联系人：陈静

联系电话：13945457261

邮箱：hlny2020@126.com

环保专员 202203107 1 化工、环保 本科及以上 3500-4500 五险一金。 环保专业优先。

仪表工 202203108 3 仪表、自动化 大专及以上 3500-4500 五险一金。 五年以上工作经验。

化工操作工 202203109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5500 五险一金。

化验分析员 202203110 2 化学 大专及以上 3000-3500 五险一金。 会使用气相和液相色谱优先。

自动化工程师 202203111 2
化工机械、机电
一体化等专业或

相近
本科及以上 5000-7000 五险一金。 5年以上化工工作经验。

佳木斯力佳集团

有限公司
6 民营企业

集团财务部长 202203112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面议

每月带薪休假，上班免费通勤，中午
免费午餐，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免
费体检，节假日带薪假及节假日福利

等。

中级工程师6000-12000。

联系人：张玉婷

联系电话：0454-8707009

邮箱：739600326@qq.com

销售总监 202203113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面议

每月带薪休假，上班免费通勤，中午

免费午餐，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免
费体检，节假日带薪假及节假日福利

等。

有销售管理5年以上经验，有快销品销
售经验。

车间班组长 202203114 3 不限 中专及以上 3000-4000

每月带薪休假，上班免费通勤，中午
免费午餐，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免

费体检，节假日带薪假及节假日福利
等。

 有质检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程储备人员 202203115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每月带薪休假，上班免费通勤，中午
免费午餐，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免

费体检，节假日带薪假及节假日福利
等。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第 9 页



招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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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历 薪酬待遇 其他待遇

哈尔滨达拓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24 民营企业

设计师 202203116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10000+ 无

联系人：李洋

联系电话：15845454221

邮箱：495991680@qq.com

绘图员 202203117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 无

市场专员 202203118 1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 无

项目经理 202203119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10000+ 无

佳木斯恒霖经贸

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区域销售业务经理 202203120 5 不限 中专及以上 5000+ 无 军人转业者优先。

联系人：李昭春

联系电话：18603680218

邮箱：237705237@qq.com

汤原县振华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数控编程工程师 202203121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00-12000 无

联系人：张娟

联系电话：0454-7665666

邮箱：1053500187@qq.com

黑龙江谱华威乳业

集团有限公司
2 民营企业 化验员 202203122 2

食品、药品、化

学、粮油、生物
、预防医学等

大专及以上 3000-3500
缴纳四险、年节福利、生日福利、提

供食宿。

联系人：渊女士

联系电话：13314541679

邮箱：ylt@hljphyh.com

汤原县谭红发大豆

豆乳制品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车间主任 202203123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三险，年终奖，工龄奖，生日奖，县
内冬季通勤车。

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电话：16718804999

邮箱：502732725@qq.com

黑龙江佳邦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6 民营企业 模特教师 202203124 6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6000 无

具有模特教学，服装表演相关专业优
先。

联系人：陈明

联系电话：15846404333

邮箱：110921890@qq.com

佳木斯市金牧冷冻

食品有限公司
7 民营企业

生产主管 202203125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5000 无 有食品加工经验。
联系人：梁琦

联系电话：18645487892

邮箱：1115886721@qq.com
销售业务 202203126 6 不限 中专及以上 4000+ 无 有相关工作经验。

佳木斯市天使之翼

少儿康复育养中心
4 民营企业

康复训练师 202203127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500-4500 双休，法定假日休息，有餐厅。

有爱心、有耐心、有恒心、有信心；
热爱自闭症儿童，愿意为自闭症儿童
教育贡献力量；特殊教育、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康复治疗专业优先；有

心理学背景优先。
联系人：姜春丽

联系电话：18003688069

邮箱：110220407@qq.com

特教老师 202203128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2500-4500 双休，法定假日休息，有餐厅。
有爱心、有耐心、有恒心、有信心；
热爱自闭症儿童，愿意为自闭症儿童
教育贡献力量；特殊教育专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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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七号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
2 民营企业

储备店长 202203129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00-8000

交五险，午餐补贴、工龄工资、节日

福利、阶段奖金、年终奖、旅游、员
工晋升机制等。 联系人：陈浩智

联系电话：15846997576

邮箱：42096815@qq.com

门店督导 202203130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10000

交五险，午餐补贴、工龄工资、节日

福利、阶段奖金、年终奖、旅游、员
工晋升机制等。

佳木斯市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2 民营企业 中高层储备干部 202203131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000

四险一金、有交通补助、寒暑补贴、
误餐补贴、满勤奖、安全奖、服务奖
等，员工福利待遇好，每月可休息4-

-5天。

会使用电脑，有交通运输行业及管理
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吕爱婕

联系方式：0454-8220537

德邦大为

（佳木斯）

农机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会计 202203132 2 不限 中专及以上 4000-5000
交三险、免费午餐、免费通勤车、节

日福利。
联系人：孙洪雨

联系电话：13284654466

邮箱：704428566@qq.com
设备维修员 202203133 3 不限 中专及以上 4500-5000

交三险、免费午餐、免费通勤车、节
日福利。

黑龙江护苗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总账会计 202203134 2 会计 大专及以上

3500-4500

无
2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熟悉财务软

件，懂得财务、税务流程等。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3555583563

邮箱：husizhew@163.com
销售会计 202203135 2 会计 大专及以上 无

2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熟悉财务软

件，懂得财务、税务流程等。

哈尔滨公司
总账会计

202203136 1 会计 大专及以上 无
2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熟悉财务软

件，懂得财务、税务流程等。

佳木斯东方希望

金豆动物营养

有限公司
4 民营企业 生产工 202203137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7000 无

联系人：姜薇

联系电话：13604541738

邮箱：1372067370@qq.com

黑龙江华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7 民营企业

锅炉工 202203138 4 不限 中专及以上
4000-6000

无
有司炉证

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联系人：杨珍

联系电话：13846182288

邮箱：yyzz66666@163.com
水处理员 202203139 2 不限 中专及以上 3500-4000 无 有水处理方面的经验、有责任心。

电工 202203140 1 不限 中专及以上 4000-5000 无 有电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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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龙奕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公司
38 民营企业

项目经理 202203141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10000-15000 无

联系人：王业岩

联系电话：18845408213

邮箱：lyjmshr@163.com

生产经理 202203142 5 不限 本科及以上 10000-15000 无

技术负责 202203143 5 不限 本科及以上 10000-15000 无

安全员 202203144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10000 无 安全员资格证书。

资料员 202203145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500-8000 无

质量员 202203146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8000-10000 无

计划员 202203147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10000 无

统计员 202203148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10000 无

综合员 202203149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10000 无

佳木斯市一达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9 民营企业

销售总监 202203150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8000 无 3-5年农机销售经历。

联系人：郭喜荣

联系电话：13614695285

邮箱：915252728@qq.com

大区经理 202203151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500 无 2年以上农机销售经历。

销售人员 202203152 5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00 无 有农机销售经历。

人事行政经理 202203153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000 无

黑龙江聚嘉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5 民营企业

主播 202203154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 无

联系人：杨强

联系电话：13845442083

邮箱：yq13845442083@163.com
主持人 202203155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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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凯盛浩丰

智慧农业有限

公司
12 民营企业

种植工人 202203156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6000 无

联系人：刘俊博

联系电话：13212819998

邮箱：kshf2022@163.com
班长 202203157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6000 无

华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中心支公司
4 民营企业

部营业区经理 202203158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6000-9000
五险一金，员工补充商业保险，定期

体检等。

联系人：时丹丹

联系电话：13904646955

邮箱：sdd8592171@qq.com
个险部讲师 202203159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5000-8000

五险一金，员工补充商业保险，定期

体检等。

会计 202203160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面议 无

佳木斯思创科技

有限公司
2 民营企业

会计 202203161 1
会计、财务管理

等
大专及以上 面议 40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

联系人：冯涛

联系电话：13664548180

邮箱：ysbwxy@126.com
店长 202203162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面议 40岁以下，女

黑龙江省丰兴米业

有限公司
3 民营企业

会计 202203163 1
会计、财务管理

等
大专及以上 5000-6000 无

联系人：王晓荣

联系电话：18945752567

邮箱：735239845@qq.com
统计 202203164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6000 无

文员 202203165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无

黑龙江省祥润金

米业有限公司
6 民营企业

大米加工执机手 202203166 4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7000 无 熟练控制大米加工设备。

联系人：朱鑫

联系电话：15945823999

邮箱：239357777@qq.com
粮食检验员 202203167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4500 无 按国家标准熟练准确检验水稻和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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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佳瑞电控

设备有限公司
36 民营企业

数控操作工 202203168 5 数控操作、机械 大专及以上 3500-8500 无

联系人：王淼

联系电话：13945451121

邮箱：10666929@qq.com

钣金工及电焊工 202203169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8000 无
钳工、电焊证书，工厂工作经验，会钳工

下料、氩弧焊、气保焊、手把焊。

配线工 202203170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6000 无 懂电气原理，可看图配线。

喷涂工 202203171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500 无
有喷涂、喷漆经验者优先，身体健康，50

岁以下。

钣金制图员 202203172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8500 无
机械制图及一体化，柜体绘图设计，熟练

使用CAD\SHOULWROKS\图机转换排版，有

工作电气行业工作经验优先。

电气制图员 202203173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5500 无

电气自动化，懂电气原理懂电气配

线，懂开关柜设计安装，会电气CAD
制图。

销售工程师 202203174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8500 无
可做预算及设备制造方案，如有从业

经验及人脉关系者优先录入。

电气工程师 202203175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500-8500 无
可做预算及设备制造方案，如有从业

经验及人脉关系者优先录入。

销售员 202203176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10000 无
从事电气设备、工程安装、钣金加工
等方面销售工作，有从业经验及人脉

关系者优先录入。

佳木斯煤矿机械

有限公司
40 民营企业

电气工程师 202203177 2 电气工程相关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无
熟练使用设计软件、从事煤矿机械制

造行业者优先。

联系人：杜宝利

联系电话：15765396599

邮箱：334579161@qq.com

机械工程师 202203178 3 机械工程相关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无
熟练使用设计软件、从事煤矿机械制

造行业者优先。

液压工程师 202203179 2 液压工程相关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无
熟练使用设计软件、从事煤矿机械制

造行业者优先。

技术员 202203180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面议 无
熟练使用设计软件、从事煤矿机械制

造行业者优先。

采购员 202203181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无
熟练掌握物质采购流程，能熟练操作
办公软件，工作经验丰富者优先。

钳工 202203182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6000 无 有相关工作经验。

气保焊工 202203183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6000 无 有相关工作经验。

车工 202203184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6000 无 有相关工作经验。

铣工 202203185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6000 无 有相关工作经验。

钻工 202203186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6000 无 有相关工作经验。

售后服务人员 202203187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8000 无
能够适应出差、有煤矿机械维护经验

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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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龙航船务

有限公司
4 民营企业

船员 202203188 3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700 五险一金、节假日待遇。
具有一类驾驶员或轮机员及以上适任
证书的，年龄可适当放宽；具有船员

水上资历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联系人：郭强

联系电话：15246457179

邮箱：552095497@qq.com

经营业务主管 202203189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850+ 五险一金、节假日待遇。

葵花药业集团

（佳木斯）

有限公司
11 民营企业

检验员（QC） 202203190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带薪年假+工作

餐+通勤车+年度体检。

熟练掌握药品检验操作，动手能力
强，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执行力强，

服从工作安排。

联系人：魏京良

联系电话：0454-8900510

邮箱：hlny2020@126.com

质量监控员（QA） 202203191 3
中药学、药物分

析或检验相关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带薪年假+工作

餐+通勤车+年度体检。

熟练掌握药品检验操作，动手能力
强，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执行力强，

服从工作安排。

工艺员 202203192 2
中药学、生物制

药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带薪年假+工作
餐+通勤车+年度体检。

熟悉车间工艺及国家相关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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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质量研究员 202203193 1
中药学、药学或

仪器分析
本科及以上 面议

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带薪年假+工作
餐+通勤车+年度体检。

从事检验工作两年以上、有研发质量
工作经验检验分析经验及能力。

人力资源专员 202203194 2 人力资源相关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带薪年假+工作

餐+通勤车+年度体检。

精通人力资源某项模块工作。从事人力资

源工作2年以上或从事企业文化及宣传工

作，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分析能力，执

行力强，服从工作安排。

电工 202203195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4000+
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带薪年假+工作

餐+通勤车+年度体检。

有电工证，2年以上生产制造业车间相
关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执行力强，服从工作安排。

黑龙江润特药业

有限公司
2 民营企业 研发员 202203196 2 不限 本科及以上 4500

五险、单休、通勤车、食堂、法定节
假日休息。

联系人：林月

联系电话：18845471212

邮箱：651604630@qq.com

黑龙江八号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 民营企业

操作员 202203197 10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100-3600
节假日福利、法定节假日休息、带薪

年假、员工活动等。
身体健康，服从工作安排。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945455029

邮箱：micki1230@dingtalk.com
会计 202203198 2 会计、财务管理 大专及以上 3100-3760

节假日福利、法定节假日休息、带薪

年假、员工活动等

QC 202203199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100-3760
节假日福利、法定节假日休息、带薪

年假、员工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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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网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5 民营企业

销售专员 202203200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8000 无

联系人：沈惠

联系电话：18945434106

邮箱：1740591515@qq.com
销售经理 202203201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6000-10000+ 无

有销售管理经验，服从上级领导安
排，过往业绩优异者优先。

自媒体销售专员 202203202 5 不限 大专及以上 5000-8000 无 有销售经验即可。

黑龙江澳跃经贸

有限公司
1 民营企业 业务员 202203203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500 无

熟练操作电脑，责任心、沟通能力
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有钢材贸易

经验和会开车者优先考虑。

联系人：何晓杰

联系电话：18249244177

邮箱：aoyue789@163.com

佳木斯市食林食品

有限公司
6 民营企业

副总经理 202203204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面议 带薪休假、午餐。

5年以上食品行业工作经验，具有优秀
的领导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能协调

总经理制定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年度经
验目标。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454-8686966

邮箱：8956748@qq.com

生产厂长 202203205 2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带薪休假、午餐。
负责管理监督企业生产，有相关食品管理

经验，具有良好的管控能力，全面负责公

司生产运营，保证安全生产。

专卖店经理 202203206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4000-5000 带薪休假、午餐。
有良好的管理能力，有快消品行业和食品

连锁店管理经验者优先，会开车。

肉食车间品控专员 202203207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 3000-3500 带薪休假、午餐。

食品管理相关经验工作2年以上，对生

产原料及成品有严格系统管理能力，
熟悉食品行业生产流程以及产品执行

标准相关知识。

会计 202203208 1 会计、财务管理 大专及以上 3500-4000 带薪休假、午餐。
3年以上会计经验，做过工业会计，工

作细心有责任感。

佳木斯龙泰石油

有限公司
1 民营企业

龙泰石油油库
副主任

202203209 1 管理类 本科及以上 4000 五险、提供午餐、月休2日。
有同岗位经验优先，熟悉办公软件，

语言表达能力与应变能力强。

联系人：关女士

联系电话：18745452008

邮箱：15046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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