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 岗位 专业 人数 备注

策划专员 经济类或市场营销 10 专科以上

客服专员 房地产、经济管理、工商管理 10 专科以上

秘书 房地产、经济管理、工商管理 2 专科以上

置业顾问 30

储备干部 物流管理、工商管理等 50 本科

市场销售实习生 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 50 本科

物流管理实习生 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 50 本科

人资行政实习生 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50 本科

房地产经纪人 不限 10 本科

管培生 不限 5 本科

一手项目部：储备干部项目经理(管培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10 本科

二手房产事业部：储备干部豪宅销售经理（管培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10 本科

总经理助理 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均可 2 本科

人事助理 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均可 1 本科

企划专员 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及设计类专业均可 2 本、专科

销售代表 专业不限 10 本、专科

储备店长 专业不限 5 本、专科

管培生 专业不限 15 本、专科

光大银行分期客户 市场营销及财会相关 15 大专及以上

华夏银行接听客服 市场营销及财会相关 15 大专及以上

交通银行接听客服 市场营销及财会相关 15 大专及以上

邮储银行征信客服 市场营销及财会相关 5 大专及以上

A7
沈阳富虹集团油品股份有限公

司
城市经理 不限 10 大专

实习生（2019届） 不限 50 本科及以上

北京鑫佳众成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豪宅网房地产顾问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垦荒者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大连万国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
司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招聘会岗位信息表

A1

A2

A3

A4

A5

A6

A8



管培生 不限 30 本科及以上

英语专员 英语专业优先 5 本科及以上

日语专员 不限 5 本科及以上

A9 杭州肯德基有限公司 储备经理 无专业限制 15 本科

好利来储备干部 不限专业 20 本科

好利来分店出纳 会计 10 本科

黑天鹅品牌服务顾问 不限专业 5 本科

A11 北京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流广告营销顾问 不限专业 200 大专及以上

财务部文员 会计、财务 20 本科

行政楼层接待 英语（接待外宾） 15 本科

管培生 专业不限 20 本科

A13
银盛业（北京）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
不良资产管理员 不限 50 大专

银行项目客户经理 经管类、营销类均可 30 本科以上

银行项目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5 本科以上

A15
北京合兴餐饮集团——北京吉

野家快餐有限公司
餐厅储备管理经理 不限 50 大专及以上

物业客服（天津） 不限 20 大专及以上

物业客服（哈尔滨） 不限 3 大专及以上

管家（天津总部） 不限 8

收费（天津总部） 不限 1

维修（天津总部） 不限 5

A17 哈尔滨米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店面实习店长 专业不限 10 大专以上

陈列师、企划师 艺术设计 5 专科及以上

销售主管、店经理 经济管理 5 专科及以上

人资、财务 经济管理 2 专科及以上

店长、大店长 不限 30 专科及以上

大连万国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
司

北京好利来&黑天鹅有限公司

上海苏宁环球万怡酒店分公司

北京招商信诺有限公司

天津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分公司

A12

A14

A16

A18

A8

A10



A19
百胜餐饮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

司
储备经理（肯德基&必胜客） 不限专业 10 专科以上

会计 财务会计与审计 10 本科

财务 财务会计与审计 2 本科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行政管理 4 本科

储备干部 市场营销 10 本科

科技馆讲解员 汉语言文学 3 本科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 10 本科

出纳 会计 3 本科

人事专员 不限专业 2 本科

售后专员 不限专业 10 本科

营销校招生 市场营销、管理类优先 10 本科及以上

商务顾问 专业不限 5 大专以上

房酷管家 专业不限 20 大专以上

行政前台 专业不限 1 大专以上

楼盘信息采集员 专业不限 5 大专以上

客服专员 专业不限 5 大专以上

呼叫中心专员 专业不限 5 大专以上

java/ios/netweb安装开发 计算机 5 大专以上

销售代表 5

销售顾问 5

百度推广专员 3

销售助理 2

商务顾问 不限 10 大专以上

商务主管 不限 2 大专以上

A26
黑龙江川海人力资源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管培生 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10 大专以上

商务顾问 市场营销 5 本科以上

哈尔滨千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工信融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黑龙江疆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宏冠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美丽石岛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市百氏佳居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A25

A27

A20

A21

A22

A23

A24



实习生 无要求 15 本科以上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 1 本科以上

行政文员 无要求 2 本科以上

财务出纳 财务管理 2 本科以上

储备干部 5 专科及以上

销售管培生 10 专科及以上

商务代表 30 专科及以上

电话客服 15 专科及以上

A29
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哈尔滨公司
医药代表 医药、营销专业优先 若干 本科

组训 不限 15 大专

企划 经管相关专业 5 本科

财务 财务相关专业 1 本科

客户服务 经管相关专业 2 本科

人力资源 人力、法律相关专业 1 本科

证券经纪人 经济管理类 10 大专以上

证券实习生 经济管理类 20 大专以上

理财顾问 金融相关专业 5 本科

证券经纪人 金融相关专业 5 不限

前台 不限 2 大专

理财经理 不限 10

理财顾问 不限 20

财务助理 会计 2 大专

亚马逊运营专员 不限 20 大专

跨境电商运营助理 不限 10 大专

创意文案策划 市场营销 2 本科

美工 平面设计 5 大专

黑龙江疆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盟汇科技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爱建路证券营业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
分公司

北方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

福建诺亚创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哈尔滨公司

A27

A28

A30

A31

A32

A33

A34



网站开发人员 计算机 5 大专

出纳 财务管理 3 本科

核算员 财务管理/会计/会计学 2 本科

管培生（销售方向） 市场营销 5 本科

平面设计师 艺术设计等 2 本科

会籍顾问/销售顾问 不限 10 大专以上

场馆教练 不限 5 大专以上学历

仓库管理员 物流管理 5 大专及以上

客服专员 不限 3 大专及以上

配送实习生 物流管理 5 大专及以上

统计员 不限 5 大专及以上

办公室文员 不限 3 大专及以上

搜狗搜索营销顾问 不限 10 本科及以上

新浪微博营销顾问 不限 5 本科及以上

搜狗搜索运营专员 不限 5 本科及以上

新媒体运营专员 不限 1 本科及以上

课程顾问 营销/经济 8 大专

客服人员 营销/不限 2 大专

会议策划 新媒体 2 大专

室内（平面）设计师 设计类 2 大专

销售经理 市场营销 6 本科及以上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及相关专业 4 本科及以上

储备干部 专业不限 3 本科及以上

财务专员 会计财务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客服专员 专业不限 3 本科及以上

健康助理 专业不限 6 本科及以上

A40
黑龙江用友股份黑龙江授权中

心
用友ERP实施顾问 计算机、电子商务、财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8 本科及以上

哈尔滨人和春天国际健身俱乐
部有限公司

黑龙江海安现代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黑龙江财纳康姆斯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哈尔滨邦众智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哈尔滨益康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诺亚创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哈尔滨公司

A36

A37

A38

A39

A34

A35



会计 财会 5 大专及以上

会计助理 财会 5 大专及以上

跨级学员 财会 5 不限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 2 本科

会计实习生 会计、财务管理 5 本科

业务经理 专业不限 3 本科

驻银行信息录入员 不限 10 大专及以上

驻银行授权专员 不限 10 大专及以上

驻银行客服专员 不限 20 大专及以上

管理培训生 不限 10 本科及以上

销售储备经理 不限 2 本科

销售顾问 不限 10 大专

租车坐席 经管类 15 大专以上

技术坐席 汽车和电信类 10 大专以上

英文坐席 英语 5 本科以上

A46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上海软件技术分公司哈

互联网营运营 专业不限 10 本科以上

客服部 不限 3 大专，本科

业务部 不限 2 大专，本科

人事行政部 不限 2 大专，本科

财务部 财会类 2 大专，本科

分拣部 不限 2 大专，本科

储备干部 不限 50 本科

市场营销 不限 30 本科

知识产权顾问 不限 10 大专以上

销售代表 不限 10 大专以上

行政文员 不限 2 大专以上

神州租车（天津）有限公司哈
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博望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哈尔滨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豆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佳霖会计代理记账有限
公司

哈尔滨市华德会计代理记账有
限公司

哈尔滨银雁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

A47

A48

A49

A41

A42

A43

A44

A45



实习储备经理 不限 3 本科以上

管理培训生 经济管理、计算机优先 5 大专以上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优先 3 大专以上

实习生 土木工程、机电专业优先 3 大专以上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优先 2 大专以上

CNC 模具、数控、机械、机电类等相关专业 20 大专及以上

模具 模具、数控、机械类等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品保 机械、机电、软件、电子等相关专业 20 大专及以上

研发 机械相关 5 大专及以上

自动化 机械、机器人、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25 大专及以上

设备维修 机械、机器人、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25 大专及以上

组装 机械、机电等相关专业 20 大专及以上

ME工程师 机械设计及自动化 8 本科

TE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 10 本科

模具设计 机械设计 10 本科

产品工程师 机械、材料成型、车辆、机电、模具、电子等相关专业 15 本科

项目经理助理 机械、材料成型、车辆、机电、模具、电子等相关专业 15 本科

质量工程师 机械、材料成型、车辆、机电、模具、电子等相关专业 20 本科

产品设计工程师 机械、材料成型、车辆、机电、模具、电子等相关专业 10 本科

电镀工程师 化学相关专业 8 本科

IE工程师 自动化、机械、车辆、机电等相关专业 15 本科

储备干部 工科相关专业 30 本科

生产管理人员 工科相关专业 20 本科

设备助理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理工科专业 10 本科

制程助理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管理等相关理工科专业 10 本科

测试助理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电子类专业 10 本科

品质助理工程师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等，条件优秀者不限专业 10 本科

哈尔滨豆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雅各贸易有限公司

可成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精元电脑（江苏）有限公司

浙江华德控股集团

新世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A49

A50

B1

B2

B3

B4



人事助理管理师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 10 本科

B5
江苏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
设备维护维修储备技术员 电气、机械类工科类专业 50 大专及以上学历

研发工程师 高分子、机械、化学类 20 本科

轮胎外观设计师 美术、工业设计类 5 本科

机械工程师 机械类 10 本科

电气工程师 电气类 10 本科

暖通工程师 热能、暖通类 5 本科

质量工程师 理工类 10 本科

产品管理员 理工类 5 本科

国内/国际销售专员 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英语 10 本科

人力资源助理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类 5 本科

技术工程师 计算机 20

技能销售工程师 不限 20

B8
北京软达启航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软件测试定向委培生 计算机 8 本科

管理培训生（营销类） 不限 10 大专以上

大客户销售 不限 20 大专以上

技术研发岗位（JAVA/PHP/IOS/ANDROID/WEB前端/UI设计） 计算机相关专业 4 本科及以上

电商运营助理（偏客服） 电子商务相关专业 6 本科及以上

B10
优创（青岛）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
客户助理 不限专业 15 本科及以上

B11 无锡铠龙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储备技术员 汽车类、机电类、机械类 30 专、本

储备干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50 大专及以上

销售内勤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5 大专及以上

质检 机械、电气 5 大专以上

品控 自动化、电气 5 大专以上

生产技术 电子、电气 30 大专以上

维护 机械、电气 5 大专以上

物流 物流 5 大专以上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
司

北京易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龙席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
公司

新世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B7

B9

B12

B13

B4

B6



B14
青岛正沃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
机械设计师 机械类 5 本科

技术员 理工科，电子计算机，机电电气，化学，物理，光电，核能，物流，材料学，信息工程等 50 本科

高端精密仪器操作员 理工科，电子计算机，机电电气，化学，物理，光电，核能，物流，材料学，信息工程等 200 本科

仓管员 理工科，电子计算机，机电电气，化学，物理，光电，核能，物流，材料学，信息工程等 30 专本

制前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10 本科

维护工程师 机械设计与制造，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 大专

公设工程师 机械设计与制造，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 大专

品保工程师 机电、电子等理工科专业 30 大专

驻店设计师 设计类 20 本科

家装设计师 室内设计、环境设计 5 本科

储备店长 不限 20 本科

计划员 不限 5 本科

财务 会计学、财务管理 2 本科

法务专员 法律 1 本科

文案策划 文学、新闻类专业 2 本科

新媒体运营 文学、新闻类专业 2 本科

B18 大庆思迅软件有限公司 实施工程师 软件工程 2

桌面运维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 5 大专

X86服务器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 5 本科

小型机服务器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 5 本科

B20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调试工程师 机械、电气相关 10 大专及以上

平面设计 视觉传达，环境合集，产品设计 5 本科

Java开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4 本科

行政文员／前台 不限制专业 2

录入员 不限制专业 4

网页设计实习生 视觉传达，环境合集，产品设计 3 本科

实习生 专业不限 6 大专/本科以上

哈尔滨创优才智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巨耀网路科技有限公司

华灿光电（浙江）股份有限公
司

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微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B22

B15

B16

B17

B19

B21



电话客服 专业不限 3 大专/本科以上

网页设计师 计算机/软件设计 3 大专/本科以上

销售 专业不限 8 大专/本科以上

Web前端 计算机/软件设计 3 大专/本科以上

5g无线网络优化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 5 本科

HCIE系统架构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本科

Polar码方案工程师 软件工程 2 本科

商务顾问 计算机、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 20 大专

客户代表 计算机、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 15 大专

储备干部 计算机、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 15 大专

实习生 计算机、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 20 大专

行政助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 10 大专

自动化工程师 自动化及相关专业 2 大专及以上

电气工程师 电气及相关专业 2 大专及以上

技术人员（操作、安装） 数控、机械、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销售 工业类、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 2 大专及以上

会计 会计相关专业 1 本科及以上

生产储备 机械、食品类 5 本科及以上

业务代表 男、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10 大专及以上

养殖储备 畜牧类相关专业 10 大专及以上

人事专员 管理类 5 大专以上

计算机软件编程助理 计算机软件编程 5 大专以上

软件客服助理 不限 10 大专以上

软件推广 不限 10 大专以上

销售内勤 不限 5 大专以上

市场专员 不限 2 本科

人资专员 不限 2 本科

哈尔滨巨耀网路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崛胜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黑龙江河汉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

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融悦和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中软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哈尔滨分公司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咨询专员 不限 2 本科

UI设计 艺术设计相关专业 5 本科

软件开发 软件相关专业 5 本科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 5 本科

管理实习生 经济管理、计算机优先 4 大专以上

销售 市场营销优先 3 大专以上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优先 2 大专以上

用户服务工程师 不限 30

续费专员 不限 10

调度专员 不限 2

区域技术员 计算机专业 2

技术员 计算机相关 8 大专及以上

工程师 土木与建筑 5 大专及以上

业务员 市场营销 6 大专及以上

出纳 经济管理 2 大专及以上

前台接待 不限专业 2 大专及以上

B32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黑龙江

分公司
保养作业 机电、机械、电子、电气工程等专业 8 大专以上

打印工程师 机械、材料 10

电气工程师 电气 10

设计工程师 机械 5

Java开发工程师（实习） 计算机相关 5 专科及以上

VR建模设计师（实习） 美术类相关专业 5 专科及以上

市场专员 不限 5 专科及以上

行政助理 不限 1 专科及以上

实习技术员 环境工程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运行员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排水或机械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

黑龙江省时年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哈尔滨福沃德多维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哈尔滨天海广纳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哈尔滨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软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义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31

B33

B34

B35

B28

B29

B30



土壤修复工程师 土壤学或地质学相关专业 3 大专及以上

采样员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检测等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实习技术员 环境工程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软件开发实习生 计算机相关专业或理工类专业优先考虑 8 大专及以上

软件实施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或理工类专业优先考虑 5 大专及以上

工程师助理 不限专业 7 大专及以上

游戏测试 不限专业 8 大专及以上

技术文员 不限专业 5 大专及以上

淘宝客服 电子商务、计算机、营销 10 本科

淘宝主播 不限 5 不限

淘宝美工 计算机 5 不限

UI设计师 艺术 10 本科

UI设计师助理 不限 15 本科

行政人资 不限 3 本科

客服人员 不限 8 本科

销售人员 不限 10 本科

人事专员（沟通能力不错、女性） 不限 10 大专

客服专员 不限 10 大专

通信设计（CAD方向） 不限 10 大专

网络优化工程师（机械、电器专业。理工男优先） 不限 10 大专

设备维护专员（偏设备销售） 不限 10 大专

平面设计师 专业不限，艺术设计类优先 3 学历不限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软件工程优先 4 学历不限

新媒体运营 专业不限，有经验者优先 3 学历不限

电商运营 专业不限，有经验者优先 3 学历不限

销售 专业不限，有经验者优先 20 学历不限

文案 专业不限，有经验者优先 3 学历不限

黑龙江龙珍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哈尔滨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沐赫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公司

哈尔滨鼎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品源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时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9 本科

机械工程师 机械类 12 本科

网络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本科

会计 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 2 本科

对外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 2 本科

PHP程序员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本科

WEB前端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本科

维护客服 客户管理 10 本科

市场营销专员 市场营销 30 专科

前台行政 不限 2 专科

助教 机械工程、机器人相关专业 5 本科

行政 不限 2 专科

软件开发实习生 计算机及相关理工科专业毕业 10 大专及以上学历

前端.NET开发实习生 计算机及相关理工科专业毕业 10 大专及以上学历

软件UI设计师 计算机及相关理工科专业毕业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软件测试 计算机及相关理工科专业毕业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销售、助理 计算机及相关理工科专业毕业 3 大专及以上学历

销售管理培训生 金融等 80 本科及以上

运营培训生 不限 30 本科及以上

产品培训生 不限 30 本科及以上

客户服务培训生 不限 30 本科及以上

销售培训生 不限 300 本科及以上

B46
哈尔滨新世纪家得乐商贸有限

公司
储备干部 不限 30-50 大专以上

客服专员 专业不限 6 本科

财务管理岗 会计、财务 1 本科

咨询顾问 专业不限 6 本科

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卡滴滴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哈尔滨科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

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黑龙江公司

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B41

B42

B43

B44

B45

B47



培训管理岗 专业不限 1 本科

部门经理 不限 10 大专

人事专员 不限 5 本科

财务专员 经济管理 5 本科

会计 会计、财务 20 本科

管培生 专业不限（能力优先） 5 本科

B50
兰西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工程师 不限专业 5 本科

服务工程师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5 本科

C2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测绘员 工程相关专业 40 大专

测绘实习生 不限 20 大专

内业制图员 不限 20 大专

内业质检员 不限 20 大专

地理信息技术员 工程管理 10 本科

地理信息技术员 土木工程 10 本科

地理信息技术员 建设工程管理 10 专科

地理信息测量员 土木工程 10 本科

监理工程师 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工程、其他相关专业 20 专科以上

招标师 法律、经济类、工商管理类、其他相关专业 5 本科以上

销售客户经理 建筑相关专业 10 本科

技术服务 建筑相关专业 10 本科

设计文案 设计相关专业 5 本科

C7
胜利油田东方实业投资集团责

任公司

主任设计师 艺术设计 5 专科及以上

设计师助理 艺术设计 5 专科及以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北京国信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富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六分
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公司

哈尔滨九维智新家装饰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北京大玩家股份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C3

C4

C5

C6

C8

B47

B48

B49

C1



市场营销 不限 5 专科及以上

实习助理 艺术设计 20 专科本科

销售顾问 艺术设计等 10 专科本科

绘图员 艺术设计 10 专科本科

原画师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5 大专以上

数位板贴图绘制师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15 大专以上

3DMAX建模师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5 大专以上

ZBRUSH雕刻师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10 大专以上

动作师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10 大专以上

装修顾问 不限 10 大专

电话文员 不限 10 大专

设计师助理 室内设计 5 大专

形象前台 不限 2 大专

设计师 艺术设计,土木与建筑工程,园林艺术设计 6 大专

设计助理 艺术设计,土木与建筑工程,园林艺术设计 6 大专

外贸专员 英语、国际贸易 20 大专

视觉营销师 艺术或设计 20 大专

运营助理 英语、国际贸易、互联网、电子商务 20 大专

客服 英语、国际贸易、互联网、电子商务 20 大专

设计师助理 环艺 20 大专

绘图员 环艺 10 大专

Premiere剪辑实习生 艺术系视觉传达等相关专业 10 大专及以上学历

Nuke合成实习生 艺术系视觉传达等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maya实习生 艺术系视觉传达等相关专业 5 大专及以上学历

影视制作实习/实训生 艺术系视觉传达等相关专业 10 大专及以上学历

市场营销 不限 10 大专及以上

设计助理 艺术设计 5 大专及以上

黑龙江润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汇英育才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家天下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完美动力集团神洲宏艺影视动
画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明居装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九维智新家装饰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哈尔滨德天装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冰诚三维动画有限公司

黑龙江靓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C13

C14

C15

C16

C8

C9

C10

C11

C12



设计师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10 本科

设计师助理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20 本科

市场销售 不限 15 专科

平面设计师 视觉传达/设计 2 大专

销售顾问 不限 5 大专

室内设计师 环境设计 2 大专

客服（文职） 行政/文秘 2 大专

会议策划 新媒体/市场营销 2 大专

营销策划 新媒体/营销 2 大专

动画制作 动画，模型，视觉传达，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8 大专以上学历

室内装饰设计 动画，模型，视觉传达，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5 大专以上学历

园林设计 动画，模型，视觉传达，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5 大专以上学历

平面设计 动画，模型，视觉传达，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5 大专以上学历

影视后期 动画，模型，视觉传达，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5 大专以上学历

U3D游戏开发 编程C语言方向，对游戏开发有热情，软件开发方向 5 大专以上学历

游戏人物场景模型设计 动画，模型，视觉传达，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5 大专以上学历

设计总监助理 艺术类相关专业 2 大专及以上

初级平面设计师 设计类相关专业 6 大专及以上

市场推广 专业不限 1 大专及以上

C21 哈尔滨云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不限专业 5—10 大专及以上

C22 哈尔滨众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CAD设计/制图 艺术/机械 2 大专

实习生 不限 8 大专及以上

知识产权顾问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务管理、知识产权 5 大专及以上

网页设计 视觉传达、计算机 1 大专及以上

行政文员 人力资源 2 大专及以上

出纳 会计 1 大专及以上

设计师 设计专业 10 中专以上

黑龙江空格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名创国际装饰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

哈尔滨鸣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圣之峰广告有限公司

哈尔滨鑫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哈尔滨翎鸿科技有限公司

C24

C17

C18

C19

C20

C23



设计师助理 设计专业 10 中专以上

工程监理 设计专业、工程专业 10 中专以上

家装顾问 市场营销、设计专业、工程专业 10 中专以上

外业地理信息采集员 工科类专业 50 本科

大数据处理分析员 计算机类专业 50 本科

无线网络优化工程师 工科类专业 50 本科

高校运营部 市场营销 10 本科

出纳 财务管理 2 本科

会计 会计学 2 本科

新媒体运营 专业不限 4 专科及以上

合成师 专业不限 5 大专及以上

调色师 专业不限 3 大专及以上

影音编辑 专业不限 10 大专及以上

三维相关 专业不限 2 大专及以上

剪辑师 专业不限 3 大专及以上

新媒体运营 专业不限 2 大专及以上

学习顾问 不限 10 本科

讲师助力 不限 10 本科

行政专员 不限 4 大专

行政前台 不限 2 大专

网红经纪人 汉语言文学 20 专科

人事行政 汉语言文学 1 本科

财务会计 会计学 1 本科

选题编导 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3 本科

央视媒体顾问 汉语言文学、国际经济贸易等相关专业 3 专科及以上学历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5 本科

行政专员 专业不限 1 本科

哈尔滨名创国际装饰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

哈尔滨新媒体集团

哈尔滨润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黑龙江红鲤鱼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上海盛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哈尔滨明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亿景嘉禾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 5 专科及以上学历

自媒体图文编辑 不限 10 不限

自媒体视频运营 不限 10 不限

自媒体图集编辑 不限 10 不限

课程顾问/教育咨询师 市场营销 15 大专以上

学管师 市场营销、管理 15 大专以上

初高中各科文化课老师 语言类、理科类 20 本科以上

招商专员 市场营销 5

销售精英 市场营销 5

咨询讲师 专业不限 2

各学科教师 教育学 20 大专

教学主管 师范大学或职业教育 5 本科

教务助理 师范大学或职业教育 5 本科

市场主管 无 10 本科

市场专员、课程顾问 无 50 大专

课程顾问 不限 10 中专以上

在线客服 不限 5 中专以上

网站美工 设计类专业 2 中专以上

教务助理 不限专业 2 中专以上

课程顾问 不限 4 大专及以上

架子鼓老师 不限 1 大专及以上

教务前台 不限 1 大专及以上

行测，申论老师 不限 1 本科

网络维护 计算机 1 大专

市场营销 不限 10 大专

公务员笔试班主任 40

公务员面试班主任 20

哈尔滨精学堂文化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哈尔滨麟之宝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哈尔滨双翼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哈尔滨起陆教育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罗兰数字音乐教育

哈尔滨育仕教育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启承文化学校

黑龙江亿景嘉禾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哈尔滨莘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0

C31

C32



教务老师 3

新媒体运营 2

平面设计 1

申论、行测主讲教师

助理讲师 不限专业 5 本科及以上

课程顾问 不限专业 10 本科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相关 5 本科

网络专员 计算机相关 3 本科

会计 会计学 1 本科

门市销售 经管类、营销类均可 5 本科以上

选片顾问 专业不限 5 本科以上

数码修图师 电子商务类优先 10 本科以上

哈尔滨市香坊区启承文化学校

哈尔滨天逸职业培训学校

黑龙江省九斗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C38

C39

C40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本科以上



大专/本科以上

大专/本科以上

大专/本科以上

大专/本科以上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





专科及以上学历



专科及以上学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