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等你来 一鸣惊人

Me：校招 HR 郭玉杰 Tel and WeChat：18957758788 E-amil: guoyujie@inm.cc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份热爱 与你共鸣丨 2023 届校园招聘

企业概况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5179.SH），前身为温州一鸣食品有

限公司，创办于 1992 年，是一家集奶牛养殖、乳制品及烘焙食品生产加工，连锁经营、

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一直专注实业，致力于成为中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领

先型现代农业企业。形成奶牛养殖、农旅观光、乳品加工、冷链物流、连锁经营、客户

互动的从源头到终端的依托于信息化物、联网化的产业链模式。

公司注重科技创新，设立一鸣创新研究院，现有集中研发场地 1300 平米，实验室

6 个，拥有高端精密分析仪器和设备，先后获评省级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浙江省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等荣誉。公司正在建设“浙江省奶牛

遗传改良与乳品质研究重点实验室”，致力于打造浙江省种牛培育高地、优质乳品的研

发高地。

公司以“创造新鲜健康生活”为使命，以“真鲜奶吧”为主要抓手，实践基于会员

的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在新常态下实现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转型，当前会员人数已达

966 万，让“真鲜奶吧”成为 85 后的营养早餐、小孩子的社交场所、轻白领的健康接

力餐。目前业务已覆盖江、浙、沪、闽等省份，拥有温州、常州、嘉兴三大生产基地，

七大配送周转中心，奶吧门店数突破 2100 家（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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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对象

一、2023 届毕业，可提前实习至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校生；

二、2022 届毕业，已取得本科及以上全日制学历认证的毕业生。

提供岗位
（扫描文末二维码了解岗位详情）

部门 岗位名称 岗位方向 工作地点 专业要求 起始薪资

奶吧
事业部

门店运营储干 3 个月晋升店长，18 个月晋
升综合经理

江浙沪闽，
省内业务所在城市 不限 4.5-5K/月，提供住宿

人资储干
6 个月 SSC 各模块及业务线
轮岗，12 个月定岗至业务中

心 BP 主管
温州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劳动关系

劳动与社会保障

5-6K/月

品牌储干
门店品牌推广与策划。业务
线轮岗，12 个月定岗所在区

域品牌主管
杭州、南京

市场营销
广告学、传播学

汉语言文学
5-6K/月

销售中心 销售储干 总部带训 3 个月，定岗各销
售渠道部门并分配业务城市

温州、杭州、宁波、
江苏

不限，市场营销、
食品类优先 5-5.5K/月+销售提成

生产中心

生产管理储干
车间关键岗位轮岗，6 个月晋

升班长/技术岗

温州、常州、嘉兴

食品类

4.5-6K/月，提供住宿，
食堂餐补

工艺/技术储干 温州、常州、嘉兴

质量储干 温州、常州

设备储干
食品自动化设备日常维护保
养和维修，基础岗位轮岗 6

个月晋升班长
温州、常州 机械类、电气类

IE 精益储干
对应部门轮岗实习，6 个月晋

升管理岗位

温州、常州 工业工程类

能源储干 温州、常州 能源动力类

环保储干 温州、常州 环境工程类

物流中心

物流储干

仓库现场及关键岗位轮岗，6
个月晋升班长/职能岗位

常州、南京
物流管理类

电子商务
统计学
食品类

4.5-6K/月，提供住宿，
食堂餐补

调度储干 杭州

物料经销储干 杭州

质控储干 温州平阳

畜牧中心

DHI 检验储干

奶厅及关键岗位轮岗，6 个月
定岗班长/技术人员 温州泰顺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中兽医学

5K/月，免费食宿
动物营养储干

动物保健储干

奶厅管理储干

食安中心
检测储干 质控部门轮岗(1 个月)+（检

测/体系部门定向培养(6 个
月)

温州、常州、嘉兴
食品类、生物类 4.5-5K/月，提供住宿，

食堂餐补体系储干 常州、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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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一线带训 值班店长/店长

总部带训 根据带训结果，定岗不同渠道销售部门，分配业务城市 晋升销售主管

门店轮岗经营（预包装/现烤/万元店） 考核晋升综合经理

车间一线及关键岗位轮岗 定岗车间班长、设备/动力/安环部门技术专员

一线 QC 轮岗

车间主任

仓库现场及关键岗位轮岗 定岗物流班长、调度/仓管/经销/质控专员 仓储主管

奶厅及关键岗位轮岗 定岗奶厅班长、DHI 检验/动物营养/保健专员 部门主管

检测/体系部门定向培养 检测/体系部门主管

培养体系

专为储备干部打造的集“培训-评估-晋升”于一体的培养方案，致力于 18 个月内，

将你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主管。

一、完善的人才辈出培育体系

二、晋升路径

一鸣奶吧

销售中心

生产中心

物流中心

畜牧中心

食安中心

第 1-3 个月 第 4-6 个月 第 7-9 个月 第 6-12 个月 第 13-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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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路费报销：入职报到期间产生的单程路费，在岗满 6 个月后由公司全额报销；

一鸣专属福利：员工入职每月可享受内部专属充值赠送及产品折扣，还有不定期试吃活动及

新品品鉴会；

提供住宿：提供免费住宿（包括杭州、南京等一线城市），部分无住宿区域将享受住宿补贴；

社会保险：公司为员工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提供安心的工作生活保障；

住房公积金：除部分加盟店外，员工转正即缴纳住房公积金，生产及职能类岗位全部缴纳住

房公积金；

带薪休假：工作满 1 周年，额外享有 5 天带薪年假，休假期间工资全额照发；

身股福利：晋升店长后拥有身股福利（即店长每月可获得门店超额利润分红）、供应链员工

享受每月产量工资、职能员工拥有年 终奖等各项福利；

带薪培训：实习期间可报名参加各项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培训，全程带薪培训并报销培训开

支，打开培训晋升之路；

定期加薪：通过校招入职一鸣的在校/应届生，工作每满 6 个月拥有薪资调整的机会；

工龄工资：前 5 年，每 1 年工龄增加 50 元/月，第 6 年起每增加 1 年增加 100 元/月的工

龄工资，上不封顶；

节日福利：各种特色节日为所有员工送上节日关怀礼品（端午节、中秋节、员工生日等）；

感恩父母福利：节日期间除了为员工送上节日关怀，公司每年寄送价值至少 200 元礼品给

员工父母，以示感恩；

爱心互助基金：一鸣慈善基金会为员工结婚生子，困难职工帮助、员工看病补充报销、子女

上学等各项情况提供资金支持；

其他福利：不同层级不同岗位还可享受住宿、住宿补贴、就餐补贴、车辆补贴、购车福利、

购房福利等，更多福利等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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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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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

一、岗位详情：关注“一鸣招聘”公众号，点击校园招聘，获取更多招聘岗位信息；

企业介绍 岗位说明

二、简历网申: 邮件投递简历至 guoyujie@inm.cc（标题备注姓名+学校+专业+应聘岗

位）；

三、HR 联系方式：18957758788 郭老师（微信同号），欢迎咨询。

一鸣有你，才惊人，我们希望你：

1. 放眼全局，服从区域调动；

2. 厚积薄发，到一线沉淀学习；

3. 满怀激情，为梦想敢闯敢拼敢干。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校园招聘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