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 岗位所需专业
岗位所需

人数
设计师助理 设计师助理 20
家装顾问 家装顾问 20
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 2
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 2
收银员 不限 10
服务员 不限 10
营业员 不限 15
置业顾问 不限专业 50
行销置业顾问 不限专业 30
文案策划 汉语言、广告、编辑等 10

平面设计
室内设计、平面设计、
数字媒体等

10

设计师助理 室内设计专业 5
材料专员 不限 1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 5
优化专员 不限 5

243 尉氏安定医院 护理 护理学 10
储备验光师 视光专业 10
储备店长 视光专业 6
验备顾问 视光专业或其他 15
电话销售 不限 10
渠道专员 不限 10
商务专员 不限专业 2
管理培训生 不限专业 5
产品宣讲师 不限专业 3
文秘助理 不限专业 3
项目实施工程师 不限专业 10
室内设计师 不限专业 2
商务行政助理 不限专业 2
文案编辑 不限专业 2
行政前台 文秘 3
投资顾问 不限专业 5
人事专员 不限专业 2
推广专员 不限 20
贸易专员 不限 10
售后 不限 10
人事 不限 3
经理助理 管理 5
大区经理 不限专业 5
储备干部 不限专业 10
经理助理 不限专业 3
销售代表 不限专业 20
人事助理 不限专业 5

河南梦想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高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深度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郑州大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利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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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利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上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资北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郑州德金斯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君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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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不限专业 2
客服主管 不限 20
客服经理 不限 10
客服代表 不限 200
销售代表 不限 20人
销售经理 不限 5人
产品讲师 不限 5人
客服 不限 2人
行政文员 不限 2人
电子商务 不限 5
销售代表 不限 10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 2
会计 会计 2
团队出差员 市场营销 15
文员 人力资源 2
实习生 不限 20
运维工程师 计算机类 2人
出纳 会计，财务管理类 1人
行政文员 行政管理，中文类 2人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类 8人
产品讲解员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类 10人
前台接待 不限 2
留学顾问 不限 3
市场营销 不限 3
日语教师 日语 2
英语教师 英语 5
韩语教师 韩语 4
法语教师 法语 2
德语教师 德语 5
俄语教师 俄语 3
西班牙语教师 西班牙语 2
储备干部 不限 2
销售代表 不限 5
销售实习生 不限 5
客服专员 不限 2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 1
销售助理 不限 2
自媒体运营 计算机相关专业 1
软文编辑 不限 1
行政前台 不限 1
电话营销 金融 20
招商 金融 20
销售代表 金融 20

河南君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郑州德膳堂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中贸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安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施必德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新干线培训学校 

郑州金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慢点富商务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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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翻译 综合英语 5
网络销售 电子商务 5
网络推广 电子商务，营销管理 5
国际营销专员 英语翻译 5
设计助理 设计，美术类 10
店面销售顾问 不限 10
市场专员 不限 10
店长/储备店长 不限 3
光电师 医疗美容 6人
前台 不限 3人
咨询师 不限 3人
店长 不限 3人
测量组长 建筑工程 10
旅游规划师 旅游商贸 5
景观设计师 软件学院/信息工程系 2
设计师 室内艺术设计 5
设计师助理 室内艺术设计 10
预算员 工程造价 2
家装顾问 不限 20
网络推广 不限 15
行政文员 不限 4
项目经理 建筑工程技术 5

263 广东白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直升机飞行员 不限 10人
钢琴教师 钢琴 10
声乐教师 音乐 3
课程顾问 音乐/市场营销 5
校长助理 音乐 2
家装客服 市场营销 10
客户专员 市场营销 10
设计师 装饰艺术设计 10
设计师助理 装潢艺术设计 20
财务助理 会计电算化 2
文员 文秘 1
导医 医疗美容技术 10
新媒体咨询 医疗美容技术 10
网电咨询 医疗美容技术 5
激光操作技师助理医疗美容技术 3
现场咨询助理 医疗美容技术 2
数据通信工程师 电子通讯计算机 10
通信工程师技术学徒电子通讯计算机 8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 15-20人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 2-3人
电商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设计2-3人

郑州美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典尚世家

河南亿澜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广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嘉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德曼国际音乐教育

河南紫苹果钻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东方整形美容医院

郑州子翔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东方巨杰商贸有限公司

258

259

260

261

262

264

265

266

267

268



序号 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 岗位所需专业
岗位所需

人数

2017年校园就业双选会拟参会单位一览表（二）

人事主管 管理类 1
人事专员 管理类 1
行政专员 管理类 1
市场专员 不限 10
网络销售 不限 15
电话销售 不限 10
钢材销售 不限 10
运营专员 不限 5
.net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1
安卓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1
文案编辑 不限 2
会计 会计电算化 2
销售代表 不限 10
电子商务专员 不限 15
储备干部 不限 5

运营专员 不限 5

客服专员 不限 2
人事、行政 不限 2
网络推广/营销 计算机 5
网络推广/营销 电子商务 5
网络推广/营销 市场营销 5
网络推广/营销 国际贸易 5
网络推广/营销 金融类 10
销售 市场营销类 10
行政专员 管理类 2
会计 会计 2
人资专员 管理类 1
销售内勤 统计、市场营销 1
客服 药学相关 2

274 河南科普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测量员 建筑工程技术、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技术等相关

30

课程顾问 不限 20
拓展教练 体育相关专业 3
行政助理 文秘相关专业 2
人事助理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 2
讲师助理 不限 2
财务助理 财务相关专业 2
市场运营专员 不限 5
经理助理 不限 3
课程顾问 市场营销、电商 8
网络/在线客服 市场营销、电商 5
销售精英 市场营销、电商 1
储备干部 市场营销、电商 1

河南世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钢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商景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河南中安恒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省越人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清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泽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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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 新闻传播、编导 2
效果图设计师 室内设计 1
工装设计师 工业设计 1
业务精英 营销 5
销售精英 营销 5
技工 机械 5
高级车技工 机械 5
信息管理员 管理类 2
储备干部 物流管理，药学系 50
营销代表 建工系 30
店员 信息工程系 30
健康顾问 医学技术 40
前台接待 旅游商贸 15

279 河南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业务员 不限制 5
大客户大区销售
代表|市场营销
代表|销售经理

市场营销类优先 10人

售前技术工程师
|项目方案设计
工程师

铁道通信信号、电气化
铁道技术、铁道车辆、
轨道交通类、机电类、

10人

机械类 机电、机械、电气 25
检验类 暖通类、空调制冷技术 20
装配类 暖通类、空调制冷技术 30
焊接类 焊接类 10
设备保障类 机电、机械、电气 30
文职类 计算机 20

282 北京云泰数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设施工程师自动化、供用电技术、电工技术、机电、机械30
视光师 10
护士 10
护理 10
市场专员 5
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销售经理（储备）专业不限 15
UI平面设计 平面，计算机 5
SEO网络优化 计算机相关 5
网页优化 计算机相关 5
HR培训生 人资，工商 2
电商平台推广运营电商，计算机 5
管理 城轨工程技术 5
管理 铁道工程技术 5
管理 铁道机械维修 3
管理 物流管理 3
管理 电气自动化 3
管理 工程造价 3

河南天泽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行万里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鸿业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赛伦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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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武陟复明眼科医院

郑州金丰祥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郑州融联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局城轨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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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干部 不限 10
文案策划 广告学及相关专业 1
软件销售 市场营销或计算机 5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或行政管理 1
软件工程师助理 软件编程专业 2
优化专员 计算机专业 1
销售专员 不限 20
客服专员 不限 10
行政 不限 1
人事 人力资源专业 1
财务 会计专业 1
渠道专员 不限 5
电话销售 不限 8
汽车销售 相关专业 10
网络销售 不限 5
销售代表 不限 5
电气技术员 5
售后技术服务 5
销售工程师 5
电子硬件工程师 3
电子焊接 2
餐厅服务员 不限 10-15人
迎宾/咨客 不限 2人
前厅部员工 不限 3人
销售经理 不限 若干名
实习生 不限 若干名
VR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 10
游戏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 10
场景美术设计师 计算机 10
JAVA/PHP 计算机 10
项目培训生 计算机 10
船舶机电工程师 机电，电气，运输 20
船舶水手 机电，电气，运输 20
海上乘务员 旅游商贸，艺术 20
免税店销售 旅游商贸 5
黄金投资顾问 金融相关 20
金融实习生 金融相关 5
人事 商务英语 文秘 5
销售 市场营销，或其他专业 20
会计 财经 20
各部门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20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机
与电器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青岛土大力快餐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郑州景汇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经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汉城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荣智精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中洋船务有限公司

河南星爵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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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慧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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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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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瀚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