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玲珑轮胎 2020 招聘简章

一、企业简介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规模化的技术型轮胎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全钢子午线轮胎、半

钢子午线轮胎和斜交胎，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目前，公司在全球拥有 6 个研发机构、6 个生产基地、16000

多名员工，位居世界轮胎 20 强、中国轮胎前 3 强，亚洲品牌 500 强。获得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中国工业

大奖，是国内首个获此殊荣的轮胎企业。

公司在招远本部、北京、北美设立研发中心，在欧洲设立试验检测办公室，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和国

家认可实验室。截至目前，公司参与制定和修改了近 80 项国家及行业标准，承担了 11 项国家级创新课题，取得

全球 500 多项专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两项国家级科技奖项。成功研发出蒲公英橡

胶轮胎、石墨烯补强胎面轮胎、3D 打印聚氨酯轮胎等，引领行业变革。

产品远销世界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多家知名汽车厂 100 多个生产基地提供配套服务，成为奥迪、大

众、通用、福特、雷诺日产等世界一流汽车厂的全球供应商。

公司大力实施“5+3”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国内招远、德州、广西、湖北建立制造基地，以国外泰国工厂为制

造全球化战略起点。2019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二个海外生产基地—玲珑轮胎欧洲工厂项目顺利启动，将投资 9.9

亿美元建设年产能 1362 万条的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生产工厂。未来将择机建设公司的第三个海外生产基地。

未来，公司将全面落实“5+3”发展战略和“六个国际化”战略，充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到 2025 年

进入全球轮胎前 6 强，打造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国际化轮胎企业!

二、福利待遇：

1、工资构成：基本工资+技能工资+加班工资，根据不同岗位设定奖金，工资每月按时发放；

2、带薪年假和国家法定节假日；

3、提供住宿，公寓式管理（独立卫生间，有简易的厨房，网络，电视，暖气）

4、缴纳五险一金；

5、生日、节日跟入职周年福利；

6、餐补、高温补贴；

7、公司不定期的组织文体活动（职工运动会、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五四青年周、大学生联谊活动）。

三、出行说明：

1、从公寓至公司路程 10 分钟以内；

2、从公寓至玲珑英诚医院（民营三甲医院）乘公交车 15 分钟；

3、旅游景点：黄金博览苑、罗山森林公园、凤凰岭公园、淘金小镇、皮革城。

4、特产：樱桃、苹果、粉丝、黄金首饰。

四、应聘流程：

1. 应聘方式：一是校园招聘会现场直接投递简历，二是选择招聘邮箱或招聘合作网站（智联招聘、前程无忧、

梧桐果、齐鲁人才网）之一投递简历，人力资源部定期对简历审核筛选，符合条件的会发送面试通知；三是直接

拨打人力资源部招聘电话邀约。

2. 面试方式：为给应聘者提供方便，我们正常上班时间可随时安排面试。请面试者在参加面试时要备齐面试材

料，材料包括身份证、个人简历、毕业证（在校生不用提供）、就业推荐表及成绩单（在校生需提供）、各类获奖

证书、取得的任职资格证书等原件。

3. 应届生签约要求：一般当天可签约，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周。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苑先生 邮 箱： linglonghr@linglong.cn

联系电话： 0535-3600090 /3600091 网 址： www.linglonggroup.cn

联系地址： 山东烟台招远市金龙路 777 号

六、招聘岗位

发展方

向
岗位 学历要求 主要需求专业

工作 需求

地点 人数

营销类

海外营销 本科及以上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 招远/烟台 30

国内营销 大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招远/烟台 40

市场调研 大专及以上 市场营销等 招远/烟台 20

管理类

体系管理 本科及以上 英语、化学工程、材料工程 招远/烟台 5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英语 招远/烟台 5

精益生产 本科及以上 工业工程、机械类专业 招远 4

计划管理员（国内） 本科及以上 工业工程、统计类 招远 4

计划管理员（海外） 本科及以上 统计、管理类 招远/欧洲 6

活动策划 本科及以上 设计相关 招远/烟台 2

采购 本科及以上 机械、管理类 招远/烟台 5

翻译 本科及以上 英语 招远/烟台 5

秘书 本科及以上 文秘、英语 招远/烟台 1

会计 本科及以上 会计、财务类 招远/烟台 6

审计 本科及以上 审计、会计、土木、工程造价 招远/烟台 3

质量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 机械、材料、高分子 招远 20

工程技术

软件开发 本科及以上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招远/烟台 10

系统、数据管理 本科及以上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招远/烟台 5

机械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 机械类 招远 20

电气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 电气类 招远 20

研发类

有限元研究 研究生 力学、机械设计 招远/烟台 2

配方设计 研究生 高分子材料、橡胶材料 招远/烟台 5

试验研究（化学） 研究生 高分子材料、化学工程与工艺 招远 2

试验研究（物理） 研究生 物理、数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 招远 2

轮胎结构设计 本科及以上 机械设计、高分子材料、橡胶工程 招远/烟台 40

花纹研究 本科及以上 广告设计、噪声、震动相关专业 招远/烟台 5

AE 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 车辆工程、机械、高分子 招远/烟台 8

产品试制 本科及以上 橡胶、高分子材料、材料成型 招远 4

轮胎工艺研究 本科及以上
高分子材料工程、橡胶工程、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招远 9

体系情报研究 本科及以上 标准化工程、英语等 招远、烟台 4

橡胶机械设计 本科及以上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 招远 5

电极设计 本科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自动化控制专业 招远 2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

2020 年校园招聘简章
【公司简介】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烟台蓬莱经济开发区，生产厂区占地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自

有员工 1700 余人。主营海上工程如导管架、上部平台及生活楼、吊机、FPSO 处理模块、单点系泊，陆上模块

如 LNG 模块、模块化工厂，海上风电等产品的设计、采购、制造、调试及装船运输服务。

公司是挪威船级社和欧盟 EN1090 的认证企业，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海关系统高级认证企业；

拥有国家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和国家钢结构制造一级资质。公司凭借专业的项目建造实力、国际化的

人才团队、高效的业务管理模式，与众多国际一线油气开发及工程总包公司长期合作，是业内广为认可与信赖的

服务商。

蓬莱巨涛是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股票代码 3303）全资子公司，作为集团营运总部，全

面管理深圳、珠海、天津、大连、成都等地集团下属公司及分支机构的业务运营。

【招聘计划】

岗位

类别
岗位名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设计

结构工程师 3 人，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车辆工程、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设备工程师 2 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工机械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管线工程师 5 人，油气储运、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工技术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电仪工程师 5 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方案工程师 3 人，工程力学、理论与应用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质检
无损检测工程师 1 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接方向） 专科及以上

测量工程师 1 人，测量工程、测绘工程等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安全 安全工程师 5 人，安全工程 本科及以上

项目管理 项目工程师 10 人，同设计类-结构、设备、管线、电仪工程师岗位专业要求 本科及以上

生产建造

建造工程师
1 人，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船舶与海洋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等相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工艺工程师
1 人，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船舶与海洋工程、油气储运、化学工程与工艺等相

关专业
专科及以上

材料工程师 1 人，材料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科及以上

外语要求：以上职位要求通过英语等级考试（专科：公共英语三级；本科：CET-4 及以上）。

工作地点：山东烟台。

【招聘流程】

一、 网投

1. 邮箱渠道：请将简历、成绩单、外语等级证书等资料按「学校-专业-姓名」的形式命名，

并以同样邮件标题发送到 PJOEHR@pjoe.com.cn。

2. 微信渠道：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 HR 企业微信，备注学校-专业-姓名，将简历、成绩单、

http://t.cn/Ai3Uv7n3
mailto:PJOEHR@pjoe.com.cn


外语等级证书等资料发送给 HR。

为避免出现 Office 兼容性问题，推荐使用 PDF 格式。

二、 宣讲

因疫情影响，线下宣讲计划暂缓，请前往 B 站观看宣讲视频：

https://space.bilibili.com/49951978/channel/detail?cid=87593

三、 面试

简历筛选通过的同学将会收到 HR 发出的微信视频面试邀请。

除简历、成绩单、外语等级证书之外，建议提前准备好三方协议等资料。

四、 签约

面试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反馈录用结果，签订三方协议，7 月中旬统一安排入职报到。

【薪酬福利】

一、 薪酬

1. 薪资构成：收入=工资+津贴+奖励

a) 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任职工资、年终双薪等；

b) 津贴包括伙食补贴、防暑降温补贴、冬季取暖补贴、工龄津贴等；

c) 奖励包括月度绩效奖金、持续服务奖等。

2. 年薪：专科：5.7-6.5w；本科：6.2-7w；研究生：7.5-8w

二、 福利

1. 六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商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2. 提供班车、宿舍、食堂、娱乐室，带薪年假，年度体检，生日礼物、过节礼金、工服洗涤等。

3. 硕士研究生享受烟台市政府提供的优才补助及购房补贴。

【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老师，0535-3457527

公司官网：www.pjoe.com.cn

公司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开发区哈尔滨路 5 号

微信公众号：蓬莱巨涛 PJOE

https://space.bilibili.com/49951978/channel/detail?cid=87593
http://zh.pjoe.com.cn/pjoeweb/page.php?id=31


烟台恩怡服装有限公司

所需专业及需求：

1、行政、文员：专科以上学历，2 人

2、仓库：年龄 38 周岁以下、有工作经验者优先，1人

3、缝纫工：熟练工，年龄 18-38 周岁；学徒工，年龄 18-35 周岁，99 人

公司地址：海阳市经济开发区烟台街 26 号

联系人：李晓燕

联系电话：15192212839

中宠股份

普工 100 人

要求：1.女工 年龄 16--45 周岁，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

2.小学及以上文化，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和皮肤病，无犯罪记录；

3.报名时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 1 寸照片 2 张。

薪资待遇：

"1.试用期（1—2 个月）：基本工资+加班工资+满勤奖，3000~3600 元/月； 转正后：计件+加班+工龄工资+满勤

和其他补贴，综合 4500--6000 元/月；

2.公司按国家规定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

3.公司免费提供宿舍，有洗澡间；

4.公司提供伙食补贴 12 元/天，早、中、晚、夜食堂有工作餐；

5.公司设立满勤奖，100 元/月；工龄工资，满半年，50 元/月；满一年 100 元/月；满 10 年发十年满勤永续奖励；

岗位津贴每月 150--350 元不等；

6.春节返乡公司免费班车送回或报销路费，节后给予返厂奖励；

7.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假日公司发放节日礼品或免费餐庆祝节日；

8.公司每年组织运动会或年会等集体活动。"

技能工人 5 人，

要求：车间机械设备操作员 1 人：大专以上学历，2年以上食品行业机械设备经验。

大中专毕业生，要求：车间班组长储备、技术员储备、生产管理储备

财务经理 1 人：本科以上学历，8年以上大中型企业财务工作经验。

内控经理 1 人：本科以上学历，会计、财务管理经验，同岗位或相关经验 3 年以上

品质主管 1 人（罐头行业品质主管，3年以上管理经验）

全国线下销售总监 1 人：本科以上学历，全国零售、渠道管理工作经验，带领过 200 人以上营销团队

技术研发工程师 3 人：本科以上学历，食品、药品、动物营养等相关经验

自主品牌经理 1 人：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营销专业优先；3 年海外品牌渠道拓展经验，快消品

优先；英文听说能力熟练。

高级销售经理 2 人：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国际营销经验，英语流利

联系电话：0535-6727002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代表 150 人，专科

OTC 经理/主管 12 人，本科

招商经理 16 人，专科

设备工程师 1 人，本科



设备管理员 5 人，本科

维修电工/钳工 10 人，专科

制水/空调运行工 25 人，专科

配电运行工 1 人，专科

锅炉运行工 1 人，专科

安全工程师 1 人，专科

QC 实习生 2 人，本科

统计专员 1 人，本科

产品经理 4 人，本科及以上

培训师 5 人，本科及以上

市场专员 5 人，本科及以上

采购专员 2 人，本科

GMP 管理员 1人，本科

高级财务经理 1 人，硕士

会计 2 人，硕士

QA2 人，本科

投融资经理 1 人，硕士

运营经理/总监 2 人，硕士

市场总监 1 人，本科及以上

IT4 人，本科

大数据分析 1 人，硕士

联系人：翟先生 郑女士

联系电话：0535-6383109

地址：烟台开发区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车 20 人，中专

加工中心 30 人，中专

质检员 10 人，中专

机械工程师 10 人，本科以上

研发工程师 10 人，本科以上

生产管理 15 人，本科以上

机器人软件工程师 5 人，本科以上

售后服务 10 人，中专以上

国际销售 10 人，本科以上

职能部门 10 人，本科以上

运营经营管理部 2 人，本科以上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535-6392932

地址：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3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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