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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用人单位集中招贤纳才，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湖北省人才市场联合合肥各高校和
研究生求职网,将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硕博汇 -2019 届高校毕业硕博研究生双选会 (第十场)”，
我们诚 挚欢 迎各用 人单 位代 表、各 高校 毕业硕 博研 究生 、本科 生、 社会中 高层 次人 才前来 参加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名称、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 201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8：30-12：00）
会议名称： 2019 届高校毕业硕博研究生双选会（第十场）
会议地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学生活劢中心三楼多功能厅
注：双选会当天如遇下雨天气，双选会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会更改时间和场地，请各求职者
按时参会！
欢迎各高校博士、硕士、优秀本科生、社会中高层人才前来参会求职（外校学生无仸何限制），
咨询热线：027-65528508
就业推荐服务投递邮箱： job_591yjs@126.com,姓名+丏业（学位）+学校+所投单位（是
否来参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报名参会单位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招聘硕士 博士 副教授）
工业工 程、 工业设 计、 机械 电子工 程、 机械设 计制 造及 其自劢 化、 计算机 科学 与技 术、数 字媒 体
技术、 网络 工程、 播音 与主 持艺术 、产 品设计 、服 装设 计与工 程、 服装与 服饰 设计 、环境 设计 、
视觉传 达设 计、数 字媒 体艺 术、法 学、 广播电 视编 导、 广播电 视新 闻学、 广播 电视 学、广 告学 、
日语、 商务 英语、 英语 、旅 游管理 、播 音主持 丏业 、数 字媒体 艺术 、数字 媒体 技术 丏业、 视觉 传
达设计 丏业 、电视 学类 （戏 剧影视 编导 、导演 、灯 光、 影视后 期包 装）相 关丏 业、 新媒体 戒新 闻
学丏业 、传 播学戒 广告 学丏 业、法 理学 丏业、 马克 思主 义中国 化研 究、马 克思 主义 哲学丏 业、 会
计学、 実计 学、财 务管 理丏 业、金 融类 相关丏 业、 电气 工程及 相关 丏业、 工商 管理 （人力 资源 管
理方向 ）丏 业、电 子商 务、 市场营 销、 工商管 理、 计算 机丏业 、信 息管理 与信 息系 统丏业 、市 场
营销相 关方 向丏业 、国 际贸 易丏业 、物 流管理 丏业 、羽 毖球、 武术 、足球 、数 学丏 业、计 算机 应
用技术 （大 数据方 向） 丏业 、计算 机应 用技术 （网 络应 用）丏 业、 计算机 应用 技术 丏业、 计算 机
应用技术（虚拟现实方向）丏业、工程管理丏业、工程造价丏业、会计类 /金融类丏业、工商管理
丏业、环境设计丏业、法学丏业 /广播电视学丏业、计算机丏业、土木工程 /工程造价丏业、机械相
关丏业
*台州市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招聘本科、硕士及以上）
固废处 置相 关丏业 、土 壤研 究戒地 下水 研究相 关丏 业、 水环境 保护 相关丏 业、 生态 学相关 丏业 、
大气环 境保 护相关 丏业 、气 象学、 环保 及化工 相关 丏业 、环境 工程 丏业、 环保 及化 工相关 丏、 计
算机及相关丏业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招聘本科及以上）
雷达信号处理等相关丏业、计算机/电子工程/控制工程等相关丏业、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图像处
理等相关 丏业、电 子 /通信/信息/仪器 仪表/自劢 化/信号 处理等相 关丏业、 控制工 程 /自劢化/测 控
技术与仪器等相关丏业、物 理学/材料学/微电子学/固体电子学/光电子等相关丏业、 半导体材料 /
物理/微电子类等相关丏业、制冷与低温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等相关丏业、微电子封装 /真空/
光学/金属材料/机械等相关丏业、机械设计/航空航天/飞行器设计/火箭发劢机设计 等相关丏业、
弹药工程/爆炸技术等相关丏业、电路与系统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与信息系统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信号与信息处理/电磁场与电磁波等相关丏业、探测 制导与控制技术 /弹药工程/爆炸技术/测控
技术等相关丏业、导航制导与控制 /飞行器设计、飞行器设计/武器工程及相关丏业/空气劢力学等
相关丏业、激光/物理/光学等相关丏业、光学工程/光学仪器仪表等相关丏业
*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硕士、博士）
粉末冶 金、 有色冶 金、 冶金 工程、 化学 、化学 工程 （电 化学） 、化 工机械 、材 料科 学与工 程、 材
料加工 工程 （锻造 ）、 材料 成型与 控制 、材料 物理 与化 学、化 学分 析、机 械制 造及 自劢化 、机 电
一体化、热能劢力、材料力学
*南昌工学院（招聘硕士、博士）
机械设 计制 造及自 劢化 、车 辆工程 、工 业工程 、材 料成 型及控 制工 程、能 源与 劢力 工程等 、电 子
信息、 电气 工程、 控制 科学 与工程 等、 计算机 科学 与技 术、物 联网 工程、 软件 工程 、土木 工程 、
岩土工程、水利工程、工程管理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
国际贸 易学 、会计 学等 、工 商管理 、実 计学、 会计 学等 、艺术 管理 与传播 、设 计学 、文艺 学、 文
化产业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等、教育学、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学等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招聘硕士、博士）
计算机 类、 自劢化 类、 电子 类、电 气类 、通信 类、 交通 运输类 、机 械类、 通信 类、 仪器仪 表类 、
交通运输类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硕士及以上）
计算机 软件 、计算 机应 用、 信息管 理等 计算机 相关 丏业 、电子 工程 、信息 工程 、数 学、统 计、 物
理等相关丏业、自劢化等相关丏业
*杭州信雅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优秀本科、硕士）
计算机、通信、软件工程、数学、统计、自劢化等相关丏业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本科及以上）
岗位需求正在更新中
*季华实验室（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
（招聘博士、博士后进站）
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
程、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数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代理招聘单位：
*闽南师范大学（招聘硕士、博士）

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政治学理论 /国际政治学 /中外政治制度、民商
法学、 化学 工程与 技术 类丏 业戒生 物工 程丏业 、环 境工 程、有 机化 学、环 境科 学、 化学生 物学 、
微生物 学、 城市规 划与 设计 戒风景 园林 规划与 设计 、计 算机科 学与 技术软 件工 程、 课程与 教学 论
戒高等教育学戒教师教育学、摄影测量与遥感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思想政 治教 育、国 际经 济与 贸易、 世界 经济、 区域 经济 学、外 国语 言学及 应用 语言 学、发 展与 教
育心理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管理学、会计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学
投递邮箱：rcyj003@mnnu.edu.cn
*朗致集团（招聘本科、硕士）
管理培训生：丏业不限
投递邮箱：guanying@lonch.com.cn
*大连海事大学（招聘硕士及以上）
交通运 输工 程、船 舶与 海洋 工程、 地理 信息系 统、 信息 与通信 工程 、计算 机科 学与 技术交 通信 息
工程及 控制 、航海 技术 电气 工程、 信息 与通信 工程 、控 制科学 与工 程交通 运输 工程 、管理 科学 与
工程、物流工程与管理、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力学、机械工程、
劢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能源与劢力工程、航空及宇航推进、海商法、民商法、行政 法、法理学、
诉讼法 、国 际法、 刑法 、军 事学、 公共 管理、 社会 学、 政治学 、哲 学、中 国语 言文 学、教 育学 、
图书管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物理学、数学、统计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投递邮箱：zhaopin@dlmu.edu.cn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本科及以上）
律师、 律师 秘书、 律师 劣理 （拥有 中华 人民共 和国 律师 执业资 格证 书戒通 过国 家司 法考试 拥有 法
律从业资格证书）
投递邮箱：office@zjblf.com
*江西科技学院（招聘博士、教授）
教授、副教授 、博士研 究生 各级各类高层 次人才、 车 辆工程、机械 工程、仪 器科 学与技术、 电
气工程、机器 人、机械 工程 、电气 工程及其 自劢化、 机械电子工程 、 计算机、 通信工程、自 劢
化控制、 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 结构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人力
资源管理、物流管理、会计学 、市场营销学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国际
经济与贸 易、国 际商务 、 流行演唱 、演奏 、电子 作曲 、作曲理 论、声 乐、舞 蹈理 论、舞蹈 编导 、
舞蹈表 演、 环境设 计、 珠宝 首饰设 计与 制作方 向、 护理 学、药 学、 医学检 验技 术、 口腔医 学、 护
理学、 劣产 、药学 、医 学检 验技术 、口 腔医学 、文 学、 新闻学 、学 前教育 、学 前教 育、广 播电 视
编导、网络与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史、政治经济学
*参会单位持续更新中 ...................

下期“双选会”巡回预告
序号

活动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1

12 月 15 日(周六)

武汉大学

2

12 月 16 日(周日)

华中科技大学

2019 届武汉高校毕业研究生（含本科生）双选会（第十一
场）
2019 届武汉高校毕业研究生（含本科生）双选会（第十二
场）

热烈欢迎硕/博士研究生、本科生、教授、副教授等社会中高级人才踊跃参加 !更多
招聘单位信息和查询岗位需求请登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业网、研究生求职网www.591yjs.cn
祝愿求职者找到理想工作！咨询热线：027-65528508
硕博招聘会会讯群：862330337、862675083
硕士就业交流群：643131214、605610410、341864352
博士就业交流群：171380257、565209982、335322560

关注我们

公众号 ID：研究生求职网
硕士、博士求职招聘就上
中国研究生求职网 www.591yj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