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珠海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領翌技術（橫琴）有限公司

崗位名稱

銷售實習生

領翌技術（橫琴）有限公司 全棧開發工程師

羅酷科技有限公司

電商營銷

數量
(名)

要求專業能力

2

1. 開發、跟進、維護相關客戶，
引導客戶需求，對接內部執
行。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2. 拓展、外聯管道，發展合作關
2. 有良好的溝通能力、積極主動，有
係，開發潛在客群。
較強的執行力和學習領悟能力。
3. 合同流程的跟進和處理。
4. 認真學習行業內的知識，完成
自身提升。

2

1. 資深全棧工程師將對您進行
軟體發展技術的培訓，指導您
參與現有專案的開發工作。
2. 培 訓 課 程 內 容 將 涵 蓋
NodeJS，Angular/React/Vue，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
Cordova 等前沿開發技術。
2. 具有優秀的學習能力和邏輯思維能 3. 您將會在專案開發中熟悉資
力，勇於面對未知、挑戰困難。
深軟體發展團隊協同開發的
3. 至少掌握一種程式設計語言。
流程和工具。
4. 通過綜合評定的您，最終將獲
得多個工作崗位的選擇，包括
前端開發工程師、後端開發工
程師、手機用戶端開發工程
師、運維工程師等。

1

1.
1. 本科及以上學歷。
2. 電子商務、市場行銷專業優先。
3. 具有半年及以上電子商務運營相關
2.
工作經驗優先，優秀的應屆生也可
以考慮。
4. 熟練使用 excel/word/ppt 等工具。
3.
5. 具有良好的溝通、學習能力、執行
力，邏輯清晰，良好的資料分析能
4.
力；積極主動、樂觀向上及團隊協
作能力；熱愛電商行業，抗壓能力
強。
5.

1.
2.

羅酷科技有限公司

新媒體運營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1

3.
4.
5.

輔助分析並上報公司各路銷
售方案的規劃、行銷、推廣、
分析、統計、監控等工作。
輔助策劃公司促銷活動，關聯
銷售等相關策劃，提升轉化
率。
完成各個產品和服務的日常
運營工作。
負責各項運營資料的採集和
分析，如行銷資料、交易資料、
商品管理資料等。
完成上級交辦的其他工作。

1. 負責新媒體平臺(微博/微信/
抖音/頭條等)的開發和運營，
包含內容編輯排版、日常維
護、活動策劃、粉絲互動等，
本科以上學歷。
擴大粉絲數及提升粉絲的活
新媒體專業優先考慮，優秀的應屆
躍度、互動率和黏性，同時提
畢業生也可以考慮。
高自媒體的線上及線下影響
有 1 年新媒體相關經驗。
力。
新聞敏感性、文字功底強。
2. 針對公司產品及時捕捉本地
對新媒體及互聯網傳播有極強的洞
和社會上的熱點資訊,並進行
察力，擅長策略並富於創意，豐富
資料的搜集與編輯整理。
的網路運營和策劃經驗，具備很強
3. 根據公司制定的內容方向發
的行銷策劃能力和行銷策劃的新媒
佈各種優質、有傳播性的內
體執行能力，具有一定的互聯網和
容；方案的策劃、創意、執行、
社會媒體合作資源；思維敏捷，願
運營。
意創新並能承受工作壓力。
4. 挖掘和分析新媒體用戶需求，
收集用戶回饋，分析用戶行為
及需求。
5. 提升流量和關注數量。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珠海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崗位名稱

數量
(名)

要求專業能力

1.
2.
3.
4.
羅酷科技有限公司

前隆（橫琴）技術服務有限
公司

專案申報

行政助理

1

1

5.

2.
前隆（橫琴）技術服務有限
公司

軟體工程師

4

3.
4.

智循（橫琴）供應鏈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

電商管培生

3

1. 熟悉文獻查詢、收集、整理；
申報公司各類科技扶持資金專
案。
2. 申請相關資質認定。
本科學歷以上，碩博優先。
3. 開展智慧財產權代理申請等相
專業不限，文學專業者優先。
關工作。
有撰寫論文、立項等工作一年以上 4. 熟悉政策檔，掌握專案申報流
的經驗。
程，為公司申報各級科技項目，
英文 CET6 以上優先，有外文論文發
對項目申報書及可行性報告進
表或立項經驗優先。
行撰寫審核。
良好的寫作能力和溝通協調能力； 5. 熟悉智慧財產權管理資助政策
曾參與政府資助專案申請和管理工
和申報流程。
作者優先錄用；熟悉智慧財產權申 6. 輔 助公司的 各個項目引才 計
報流程，具備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
劃，與高端人才保持良好關係，
錄用；具備科技專案申報或專利申
如實介紹各地相關引才政策和
請等相關經驗。
公司的專案合作方式。
7. 與各地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建立
良好關係，為公司爭取有利資
源。
8. 協助上級撰寫創業參賽資料。

1.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者優先。
2. 專業不限，管理類相關專業者優先；
2.
3. 有工作經驗者優先。
4. 熟 練 掌 握 office 辦 公 軟 體 ， 熟 悉
3.
photoshop 者可優先考慮。
5. 具備較強的團隊協作能力，工作認
真負責，為人誠實可靠。

1.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負責公司行政相關工作的工作
計畫、實施、監督、控制等管
理工作。
負 責公司相 關外聯資源的 建
立、維護、整合與管理。
負責固定資產、低值易耗品、
辦公用品、材料物資、禮品禮
金 辦公物資 的實物與台賬 管
理，並組織盤點工作。

1. 負責產品軟體系統設計和需求
分析。
2. 負責嵌入 Linux 底層軟體及應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用程式開發。
者優先。
3. 負責嵌入式平台軟硬體系統集
專業不限，熟練掌握各種電腦語言，
成和測試。
懂 C++嵌入式、Python 優先。
4. 負 責單片機 軟硬體相關的 設
有機器人比賽經驗或動手能力強者
計、開發、文檔撰寫。
優先。
5. 參與硬體的選型、原理設計。
誠實穩重，有上進心，獨立性強，
6. 負責優化單片機軟體相關產品
有團隊合作精神，能夠適應一定工
適配，升級。
作壓力，按時完成項目要求。
7. 參與硬體生產的優化、測試與
協調。
8. 參與與其他團隊的溝通協調。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跨境電商，平臺運營，資料分析，
者優先。
溝通協調
2. 專業不限，電子商務、市場行銷相 A. 前期客服崗：
關專業者優先。
1. 學習並掌握新產品相關知識及
3. 兩年及以上行政管理相關工作經驗
特性；
者優先，優秀的應屆大學生也可以 2. 線上接待客戶，及時、有效、
考慮。
妥善的處理回答客戶的問題，
4. 對時尚美妝感興趣。
推薦產品，促成訂單成交；
5. 熟練掌握 office 辦公軟體，熟悉電商 3. 妥善處理退換貨等售後問題，
平臺的運作流程有限。
跟蹤進展直至解決，保證客戶
6. 具備優秀的學習能力，良好的職業
滿意度，維護品牌良好形象；
素養、清晰的邏輯思維，學習能力 4. 負 責發展維 護良好的客戶 關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珠海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崗位名稱

數量
(名)

要求專業能力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強、抗壓能力好，溝通談判能力強，
勇於挑戰，敢於承責。
7. 良好心態及較強的穩定性和企業忠
誠度及團隊合作精神。
B.
8. 歡迎綜合素質較佳的應屆畢業生， 1.
經驗不足亦可考慮。
2.

3.

4.

5.
C.
1.

2.

3.

4.

1.
2.
珠海蓮騰清潔能源有限公司

行政管理

1

3.
4.
5.
1.
2.
3.

宏谷信息科技（珠海）有限
軟體實習工程師
公司

1

4.

5.

係，完成客戶維護和售後服務，
刺激二次購買，瞭解並分析客
戶需求，規劃客戶服務方案。
中期供應鏈崗
協助領導進行日常管理、運
營管理及協調管理工作；完成
運營管理任務及監督任務。
協助做好與其他部門的溝通
工作，協助相關工作實施及做
好工作配合。
監督生產、採購、銷售相關制
度的執行情況，保證公司運營
工作的正常運行。
協助完成公司運營指標、年度
發展計畫、月度計畫指標，推
動並保證運營目標的達成。
對公司倉庫的管理全面負責。
後期平臺運營崗
負責店鋪整體運營和日常管
理，優化店鋪及商品排名，優
化產品關鍵字、產品詳情。
制定店鋪推廣預算，執行相關
網路行銷方案,完成預期銷售
目標，負責店鋪行銷活動，策
劃及執行店鋪促銷活動方案。
每日監控資料及報表提交：行
銷資料、交易資料、商品管理、
顧客管理。
對推廣效果進行跟蹤、評估並
提交推廣效果的統計分析報
表及時提出行銷改進措施，並
給出改進方案。
對公司年度業務計畫的完成
負責組織協調。
為下屬職能部門的工作提供
服務支援。
協助經理開展日常管理工作
及部門協調工作。
完成其他工作包括 HR 招聘
面試工作。
幫助建設公司正規管理體制。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1.
者優先。
專業不限，管理類相關專業者優 2.
先。
有初創公司實習工作經驗優先，優 3.
秀應屆畢業生亦可。
熟練掌握 office 辦公軟件，有良好 4.
的文件管理能力和文字處理能力。
有較強的溝通協調能力，做事效率 5.
高。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者優先。
生物醫學工程、電腦等相關專業者
優先。
1. 協助科研團隊進行臨床相關
具 有 相關 實 習 經 歷者 優 先 ， 精 通
資料（電子病歷、影像、基因等）
Linux C/C++/ Python 程式設計，熟
的分析和挖掘；
悉 shell、perl 等指令碼語言。
2. 根據專案要求研發和改進軟
精通作業系統原理、資料結構；具
體系統；
備模式識別（圖像，語音、文本）
3. 針對臨床醫療設備開發相應
方面良好的理論知識，掌握常見的
演算法及應用。
機器學習演算法（SVM、CNN、RNN
等）。
具備較強的團隊協作能力，工作認
真負責，為人誠實可靠。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珠海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崗位名稱

宏谷信息科技（珠海）有限 人工智慧實習工程
公司
師

宏谷信息科技（珠海）有限 AR/VR 軟體實習
公司
工程師

宏谷信息科技（珠海）有限
接口開發工程師
公司

杜一特（珠海）飛行服務有 實習工程師－機械
限公司公司
手夾具設計

杜一特（珠海）飛行服務有 實習工程師－飛行
限公司公司
自動清潔機設計

數量
(名)

要求專業能力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1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者優先。
2. 電腦科學、數學等相關專業者優先。
3. 具有相關實習經歷者優先。
4. 熟悉 C/C++、Java 等程式設計技術，1. 多來源資料處理、智慧分析、
能夠對人工智慧演算法進行驗證和
建模及應用。
實現；扎實的數學基礎，善於發現 2. 人工智慧演算法開發及應用。
問題和解決問題；熟練閱讀英文資
料。
5. 具備較強的團隊協作能力，工作認
真負責，為人誠實可靠。

1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1.
者優先。
2. 電腦科學等相關專業者優先。
3. 熟悉 HTML 5 或 Unreal 4 ( 需 瞭 解
2.
Blueprints) ， 熟 悉 Direct3D 或
OpenGL，有 Shader 編寫經驗，熟悉
Unity、Unreal 等 3D 引擎優先。
3.
4. 熟 悉 VR 框 架 及 模 組 結 構 ， 精 通
Unity3D 開發環境；精通 C#、JS 開
發腳本及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熟悉
移動平臺（iOS/Android）；熟練掌
4.
握 Unity 3D 或 Unreal 引擎架構設計
以及操作，熟悉常用關係型數據庫。
5.
5. 具備較強的團隊協作能力，工作認
真負責，為人誠實可靠。

參與產品開發計畫的制定並
跟蹤執行，保證項目開發的高
效進行。
負責 VR 專案用戶端核心模
組開發，核心架構的搭建以及
技術攻關。
協 助產 品經 理撰 寫 Unity3D
技術研究文檔、功能開發說明
文檔、開發計畫及規範、美術
製作規範文檔。
負責 VR 專案客戶端相關邏
輯開發。
對 3D 場景進行效率分析和優
化。

1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者優先。
2. 電腦科學等相關專業者優先。
3. 對醫院資訊管理系統（his,emr, cdr
1.
等）有瞭解者優先。
4. 熟練掌握 Restful 介面、webservice
2.
介面，資料庫直連等多種介面技術；
熟悉 B/S 或 C/S 架構。
5. 熟練 Webform,winform 程式設計；
3.
熟練使用使用 SQL SERVER 等大型
資料庫；瞭解 Java 語言、jsp 等開發
技術。
6. 具備較強的團隊協作能力，工作認
真負責，為人誠實可靠。

負責對內以及對外程式介面
功能的研發，升級和重構。
和業務開發團隊合作，參與業
務邏輯的梳理和討論，努力讓
介面工具的設計即合理好用。
撰寫介面文檔和測試用例，提
升調用者工作效率。

1

1. 全日制本科專科學歷或以上。
2. 機械設計專業，擅長手繪圖或電腦
輔助設計優先。
負責公司機械手配套之各類夾具
3. 有實際獨立完成機械設計作品者優 設計，生產，測試，完善，相關
先，應屆往屆不限。
專利申請。
4. 能獨立完成挑戰性工作壓力，有創
造性，工作效率高。

1

1. 全日制本科專科學歷或以上。
2. 機械設計及自動化專業優先，擅長
手繪圖或電腦輔助設計，有自動化 配合夾具設計工程人員，負責飛
系統設計經驗優先。
機自動清潔系統，執行機構全套
3. 有實際獨立完成機械及自動化設計 設計初級方案；後期改進，測試，
作品者優先，應屆往屆不限。
論證，取證，專利申請。
4. 能獨立完成挑戰性工作壓力，有創
造性，工作效率高。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珠海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崗位名稱

實習工程師－AI
杜一特（珠海）飛行服務有
圖像識別開源二次
限公司公司
開發

杜一特（珠海）飛行服務有 實習工程師－三維
限公司公司
動畫製作

廣東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
技術有限公司

市場策劃

新媒體運營

市場行銷助理

數量
(名)

要求專業能力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1

1. 全日制本科專科學歷或以上。
2. 電腦專業，有軟體發展能力，對圖
像識別有研究者優先。
負責圖像資料標準格式選定，資
3. 有參與圖像識別測試專案者優先， 料的採集標準設計，圖像識別的
應屆優先。
測試，評定，專利申請。
4. 能獨立完成挑戰性工作壓力，有創
造性，工作效率高。

1

1. 本科專科學歷或以上。
2. 動畫設計及工業設計專業優先。
負責公司各執行系統 的三維設
3. 有實際動畫作品者優先，應屆往屆 計，及系統工業設計，可以和相
不限。
關工程人員深入配合完成整體設
4. 能獨立完成挑戰性工作壓力，有創 計，及後期更新反覆運算。
造性，工作效率高。

2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
2. 專業不限，市場行銷類專業者優先。
1.
3. 具有港澳地區面銷、社群運營經驗
者優先。
4. 善於溝通，具有較好的銷售能力及
2.
銷售意識。
5. 具備一定的策劃能力和較強的團隊
3.
協作能力，能帶領團隊完成市場地
推任務。
6. 個性開朗，吃苦耐勞，有商業敏銳
度，敢於挑戰。

瞭解澳門商戶線上、線下行銷
需求，探索適應澳門當地消費
習慣的行銷模式。
根據產品規劃，上門拜訪客
戶，拓展業務區域內客戶。
協助執行公司 APP 推廣計畫；
定期收集競品情報，並進行回
饋。

2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研究生學歷
者優先。
2. 專業不限，市場行銷、新聞傳播類
專業者優先。
3. 具有新媒體運營推廣的實際工作經
驗，對新媒體運營與行銷有濃厚興
1.
趣，有較強的新聞敏感度和事件行
銷能力。
2.
4. 熟 練 掌 握 office 辦 公 軟 體 ， 熟 悉
Photoshop、Premier 等圖像、視頻編
輯工具者優先考慮。
3.
5. 具備一定的策劃功底和審美能力，
有較強的選題和文案編寫能力，能
結合專案情況撰寫出符合市場需要
的軟文。
6. 熟悉各種運營方式和推廣手段，具
備良好的線上線下活動的策劃和推
進能力，能夠根據專案需求策劃網
路推廣方案並執行。

協助新媒體平臺（微信和微博
等）的日常運營工作。
協助新媒體平臺的內容選取，
文案撰寫與發佈，活動策劃與
執行。
協助產品的品牌形象策劃工
作，包括宣傳企劃、活動策劃、
文案撰寫、網站編輯等。

3

1. 協助正式員工完成行銷策劃
工作，包括市場調研、用戶分
1. 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有策劃事件
析、行銷事件策劃、複盤總結
行銷經驗者優先。
等，獲得一線鍛煉機會。
2. 熟悉互聯網產品，有創意，對熱點
2. 協助完成線上線下推廣活動
網路文化敏感。
的落地施行。
3. 熟練使用 office 辦公軟體，具備較好
3. 參與移動端 APP 產品投放策
的 PPT 製作能力。
略的制定及投放資料的跟蹤
優化。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珠海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崗位名稱

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
創意設計師助理
技術有限公司

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
技術有限公司

NLP 實習生

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
Java 開發實習生
技術有限公司

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 C++開發工程師實
技術有限公司
習生

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
技術有限公司

前端實習生

數量
(名)

1

要求專業能力
1.
2.
3.
4.

本科以上學歷。
1.
專業不限。
熟悉 Photoshop。
2.
樂觀向上，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
團隊協作精神，工作富有激情、責
3.
任心強。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負責公司行銷、市場方面的視
覺設計。
視覺影像處理，協助設計師進
行創作，美化視覺形象。
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2

1. 參與下一代語音對話系統、智
慧問答系統、個性化推薦交互
的研發，探索非結構化文本理
1. 電腦相關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在校
解、知識抽取、對話決策管理、
生，程式設計能力強。
邏輯推理等前沿技術問題的
2. 熟悉計算程式設計課程。
實用化解決方案。
3. 擁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具有良好的
2. 結 合 實 際 業 務 場 景 ， 應 用
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意識。
NLP、AI、ML 技術解決實際
問題。
3. 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3

1. 完成軟體系統代碼的實現，編
寫代碼注釋和開發文檔。
2. 輔助進行系統的功能定義，程
1. 電腦相關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
式設計。
2. 熟練 SQL SERVER 資料庫開發。
3. 根據設計文檔或需求說明完
3. 熟悉 JAVA/C#/.net 等程式設計語言
成代碼編寫，調試，測試和維
優先。
護。
4. 分析並解決軟體發展過程中
的問題。

1

1. 負責公司產品開發，編寫相關
開發文檔，完成功能應用的基
1. 本科及以上學歷；電腦相關專業優
礎測試。
先。
2. 完成所負責開發模組的詳細
2. 具有 Java 或 C/C++實際開發工作經
設計和文檔編寫。
驗，能獨立完成專案開發。
3. 完成所負責開發模組的代碼
3. 良好的溝通及團隊協作能力、執行
維護工作，並對存在的應用做
力，具備較好的心理素質。
優化。
4. 協助完成專案驗收工作。

4

1.
1. 電腦相關專業，本科應以上學歷。
2. 熟悉 HTML、JavaScript 、AJAX、
CSS 等網頁開發技術。
2.
3. 責任心和抗壓能力強，有嚴格的時
間觀念。
3.

根據產品需求完成模組設計
及代碼編寫、單元測試和維護
工作。
負責優化產品的模組結構、流
程及邏輯。
領導安排的其他工作。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中山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崗位名稱

數量
(名)

中山有個小目標財稅服務有
限公司

會計助理

1

要求專業能力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協助客戶辦理稅務登記，整理客
戶單據，負責客戶開發票。

物聯網開發、軟體
中山琪翔資訊科技開發有限
發展、系統銷售、
公司
系統維護

2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服從分管領導的指揮，認真履行
職責，負責物聯網系統的開發、
資料集成、銷售管理、軟體系統
後台維護和管理

中山市感創做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2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服務研發及實踐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配合其他部門做好海報設計，包
裝設計，電商版面設計，拍攝產
品及後期修飾工作。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熟悉基礎辦公軟體，配合其他部門
做好產品解析，日常宣傳推廣文案
解析工作。

中山市後本草化妝品有限公
司

中山市後本草化妝品有限公
司

青少年服務

設計攝影

文案

1

1

公司文員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處理公司日常行政事務，安排面試
人員面試，入職以及日常協助其他
部門事宜。

中山市美橙貿易有限公司

平面設計師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電商圖案平面設計

中山市美橙貿易有限公司

外語運營人員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外語翻譯

中山市邁歐寶網路科技有限
公司

電商運營

2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負責平台操作等日常工作

廣東盤古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文案策劃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文案編輯推廣策劃

廣東盤古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設計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平面設計 3D 建模

市場銷售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對現有市場進行客戶分析

1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1. 負責專案相關內容採集，撰寫
及發佈工作。
2. 負責策劃撰寫相關企業品牌軟
文及稿件。
3. 完成企業宣傳冊、宣傳單頁等
資料編寫。
4. 結合公司需求，能獨立策劃撰
寫各類策劃文案。
5. 配 合企業對 相關文案進行 策
劃，進行行銷包裝。

2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負責協助公司飛手工作

中山市後本草化妝品有限公
司

廣東盤古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芳宇資訊技術諮詢有
限公司

文案編輯

中山智飛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無人機飛手助理

（廣州崗位尚待公佈）

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廣州市 實習崗位資料
企業／機構名稱

廣州怒馬資訊諮詢有限公司

崗位名稱

產品運營

數量
(名)

1

要求專業能力

崗位職責和工作內容

本科及以上學歷。

1. 負責進行公司產品的運營以
及反覆運算優化，提出需求並
且跟進落實。
2. 結合產品運營指標，制定活動
運營方案並對活動效果負責。

廣州怒馬資訊諮詢有限公司

產品經理

1

本科及以上學歷。

1. 編寫產品需求文檔，撰寫產品
功能需求說明書，負責需求的
跟蹤與控制。
2. 負責規劃與原型設計，包括產
品的功能，邏輯，流程及視覺，
交互體驗等方面。
3. 收集並整合需求運營資料，不
斷完善與優化產品，提高使用
者體驗。

廣東麥麥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科研崗

3

1. 本科及以上學歷。
2. 熟悉 OFFICE 辦公軟體。

進行文獻檢索整理，臨床資料獲
取。

1. 本科及以上學歷。
2. 市場行銷或文化傳媒專業。

1. 負責塑造公司品牌，建立各類
宣傳管道並做好內容運營工
作。
2. 負責組織各類會議、活動，大
規模接洽潛在的目標客戶，為
銷售提供線索。
3. 負責分析市場運營情況，提出
市場運營持續優化策略。
4. 負責編制市場行銷策劃方案，
制定市場行銷激勵政策。
5. 負責引入外部合作方，建立完
整的產業生態體系。

廣州雲創資料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雙元科技有限公司

市場運營

行政商務

5

2

1.
2.
3.
4.

1. 辦公室行政：對公司各種檔和
本科及以上學歷，專業不限。
檔案進行分發、整理、歸檔；
熟悉 office 軟體等電腦操作。
接待訪客。
性格開朗，形象氣質佳，對工作認 2. 專案投標：投標報名、投標資
真負責、積極主動，工作細心。
料整理。
具備優秀的溝通表達能力、良好的 3. 產品演示：學習公司互動教材
人際溝通能力。
產品，並向訪客介紹。
4. 完成上級交辦的其他工作。

廣州基迪奧生物科技有限公
技術型銷售工程師
司

1

1. 積極開發醫院科室，達成合作
意向。
2. 推廣公司體外診斷試劑盒等產
1. 碩士或以上學歷；醫學、醫藥相關
品，完成銷售任務。
專業。
3. 輔助完成品牌市場推廣工作，
2. 英語能力強。
維護客戶關係。
4. 擁有自我學習的願望及能力和
強烈的進取心。

廣州粵澳青創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

2

1. 本科及以上學歷。
2. 行政管理、市場行銷相關專業。

行政商務

負責公司行政方面事務與檔整理；
瞭解市場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