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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类 机械 /机电 /电气自动化 / 物流管理 /供应链管理 40人，10

万～13万 /年

职能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管理 /行政管理 /财务 /车辆工程 /机械

/安全工程 40人，10万～13万 /年

联系人：熊劲 0731-85872023

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芯片设计工程师 电子工程 /微电子 /通信类专业 17人，6000元～11000元 /月

芯片验证工程师 微电子 /数学 /密码学类专业 36人，6000元～11000元 /月

固件工程师 电信 /通信类专业 2人，6000元～11000元 /月

驱动工程师 计算机 /电子 /通信类 4人，6000元～11000元 /月

算法工程师 数字信号处理 /图像处理相关专业 4人，6000元～11000元 /月

软件开发工程师 电子信息 / 计算机软件 / 自动化相关专业 84 人，6000

元～11000元 /月

软件测试工程师 电子信息 /计算机软件 / 自动化相关专业 125人，6000

元～11000元 /月

硬件测试工程师 电子信息 / 计算机软件 / 自动化相关专业 1 人，6000

元～11000元 /月

联系人：李小姐 0731-88218925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 20人，5500元～8000元 /月

液压工程师 流体传动 /机械电子 /机械及自动化 10人，5500元～8000元 /月

电气工程师 电子技术 /软件工程 / 电气自动化 10人，5500元～8000 元 /

月

工法工程师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5人，5500元～8000元 /月

工装工程师 模具设计 /机械夹具设计 /机械制造 5人，5500元～8000元 /月

焊接工艺工程师 材料成型、焊接专业、机械制造专业 6 人，5500元～8000

元 /月

工业设计工程师 工业 /机械设计 5人，5500元～8000元 /月

营销经理 国际贸易、英语、机械类英语较好 10人，4500元～6500元 /月

市场专员 国际贸易、英语、机械类英语较好 2人，4500元～6500元 /月

国际商务专员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等专业 4人，4500元～6500元 /月

国际物流专员 国际经济与贸易 /物流管理等专业 2人，4500元～6500元 /月

投标管理员 经济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等专业 2人，4500元～6500元 /月

会计 会计 /财经类 11人 4500元～6500元 /月

技改工艺工程师 机械类 /化工类 /工业工程 2人，5500元～8000元 /月

文秘 文秘 /档案 /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4人，4500元～6500元 /月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 /工商管理 /心理学专业 2人，4500元～6500元 /月

法务专员 法律专业 2人，4500元～6500元 /月

监察审计专员 审计 /财务等相关专业 2人 4500元～6500元 /月

采购 执行工程师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 3人，4500元～6500元 /月

机电工程师 机电专业 2人，4500元～6500元 /月

环境安全工程师 安全工程专业 2人，4500元～6500元 /月

生产管理储干 企业管理 /生产运作管理 /机械工艺 5人，4500元～6500元/月

联系人：曹星宇 18711404186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类 机械 /电气 /液压 /计算机 /软件 /焊接 /工业设计等专业，160人

营销类 机械 /电气 /土木工程 /矿山 /市场营销 /财务等专业，30人

服务类 机械类 /电气类，30人

管理类 中文 /汉语言文学 /档案 /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 /审计 /机械 /

电气，27人

生产技术类 机械 /电气 /材料 /安全工程，21人

博士：面议，另加 40万安家费。

硕士：10万～15万 /年。

本科：8万～10万 /年。

联系人：谭小成 0731-84071861

博世汽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
电气设计工程师 自动化 /信息技术相关专业 2人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2人

电子工程师 电子相关专业 2人

测试工程师 电子 /电气 /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 1人

质量工程师 机械相关专业 1人

IT软件专员 信息技术软件相关专业 1人

人力资源专员 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等专业 1人

生产设备项目工程师 机械工程 /材料相关专业 2人

可编程控制工程师 机械或电气工程 1人

包装项目工程师 包装工程相关专业 1人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机械 /电气工程专业 2人

计划工程师 机械 /电气工程学士 3人

薪酬：面议

联系人：彭璐 0731-82929393

索恩格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电子工程 2人，8万～10万 /年

测试工程师 测控、车辆工程、电子工程、机械类 1人，7万～8万 /年

助理 工艺工程师机械设计与自动化、车辆工程 3人，6万～7万 /年

质量技术员 工科专业 1人，6万～7万 /年

联系人：黄觅 0731-86999901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修复研发工程师 环境工程 /化学 /材料类 8人

废气治理研发工程师 环境工程 /化学 /材料类 8人

环境新材料研发工程师 环境工程 /化学 /材料类 5人

固废处理研发工程师 环境工程 /化学 /材料类 5人

水处理研发工程师 环境工程 /化学 /材料类 8人

电气工程师 电子 /电气自动化 /环境工程 5人

机械工程师 机械 /自动化 5人

暖通工程师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机械 5人

工艺工程师 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 /工艺设计 5人

环保管家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5人

工程管理方向 项目管理 /环境工程 /建筑工程 /设备工程 /机电/电气 15人

市场营销方向 环境工程 /市场营销 /经管类 15人

职能管理方向 财务 /法律 /行政管理 /理工类 5人

博士：1万～1.5万元，享受副总监待遇和长沙购房补贴，优先推荐进博士后

工作站。

硕士：4000元～6000元，实习补助 2500元，公司负责食宿。

本科：3000元～4500元，实习补助 1800-2500元，公司负责食宿。

联系人：赵立理 0731-81833031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建环、热动 30人 7000元～10000元 /月

售后工程师 电气、机电 20人 6000元～9000元 /月

暖通工程师 建环、热动 10人 6000元～8000元 /月

机械工程师 机械、机电 10人 6000元～8000元 /月

电气工程师 电气、机电 10人 6000元～8000元 /月

艺术团演员 有艺术特长 5人 6000元～8000元 /月

商务接待 行政、艺术类 5人 6000元～8000元 /月

高级文秘 汉语言文学等 5人 5000元～7000元 /月

财务 财务、会计 3人 5000元～7000元 /月

律师 法学 3人 5000元～7000元 /月

联系人：谭美 0731-8408661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武器系统总体设计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探测制导与控制相关 1人

发动机应用技术研究 武器发射工程及相关专业 1人

电磁兼容性设计 电磁场及微波技术及相关专业 1人

结构设计 /可靠性设计 机械设计 /结构可靠性相关专业 3人

制导控制设计 导弹制导控制 2人

FPGA设计开发 /硬件电路设计 计算机技术 /自动化 /电子技术 /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 2人

3D打印结构设计 力学、工程力学 1人

战斗部设计 弹药工程 1人

综合保障技术 测控技术 /自动化 /电子技术 /信息与通讯 2人

弹毁伤效能评估 弹药设计(战斗部设计)2人

金属电弧熔丝 3D打印 3D打印 /焊接 /激光成形 /机械制造 1人

电气自动化 /软件开发 软件工程 /电气自动化 /机床设计 /多轴机器人

控制 /加工自动化 2人

软件设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人

半实物仿真技术开发 系统仿真 /飞行器控制 /数学 /制导控制设计 /激

光红外 5人

研发：博士生 10万元 /年以上；研究生 7.2万元 /年以上；本科生 6万元 /

年以上。

福利：安家费、购房补贴、人才补贴、食宿补贴、五险一金(其中博士可能得到

的各类补贴累计达 51万元)。

工艺技术员 机械 /机电 /电气 /材料类 /火工弹药类专业 10人

秘书 汉语言文学 /新闻 3人

财务管理 财务类 /会计类 2人

安全管理、环保管理 安全工程 /环境工程 2人

水轮机、发电机设计 流体机械类 /热能与动力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5人

国际营销 市场营销 /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 3人

非研发：试用期：3000元～4000元 /月，转正 3500元～5000元 /月。

福利：人才补贴、购房补贴、食宿补贴、五险一金。

联系人：崔喜 0731-84032980

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
会计类 会计 /财务管理等相关等相关专业，3人，4000元～6000元 /月

管理类 (人力、企宣、运营)人力资源 /中文 /新闻 /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类等相关专业，3人，4000元～6000元 /月

液压工程师 液压元件工程师机械 /流体传动及控制工程等相关专业，15

人，5000元～7000元 /月

结构工程师 机械类等相关专业，3人，5000元～7000元 /月

工业设计工程师 工业设计，2人，5000元～7000元 /月

底盘传动开发工程师 工程车辆 /内燃机 /汽车工程 / 机械等相关专业，

5人，5000元～7000元 /月

工艺工程师 焊接 /机加 /材料 /机械类等相关专业，4人，5000元～7000

元 /月

质量工程师 机械类 / 材料类 /自动化 / 车辆工程等相关专业，4人，5000

元～7000元 /月

联系人：陈先生 18670497649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研发 材料 /化学 /化工 /机械 /电子 /电气，15人，6000元～8500元 /月

技术 化学 /机械 /材料 /电气 /电子 /数控 /工业工程 /物理，15人，6000

元～8500元 /月

IT 计算机 /软件 /网络，20人，6000元～8500元 /月

业务 英语，10人，6000元～8500元 /月

PMC 工业工程 /物流管理，10人，6000元～8500元 /月

设备管理 机械 /电子 /电气，10人，6000元～8500元 /月

财务 财务 /经济 /金融，5人，6000元～8500元 /月

HR 人资 /工商管理，5人，6000元～8500元 /月

联系人：黄漫丽 0731-81816260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师 环境工程，4人，6万～8万 /年

项目管理工程师 环境工程、化工化学工程、工程管理，3人，6万～8万 /年

质量工程师 机械 /机电一体化，2人，6万～8万 /年

营销经理 市场营销类，4人，6万～8万 /年

软件开发工程师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人，6万～8万 /年

联系人：王兰 0731-82791060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类专业，30人，8000元～10000元 /月

结构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机械类专业，5人，8000元～10000元 /月

电子工程师 电子类专业，5人，8000元～10000元 /月

算法工程师 应用数学专业，2人，10000元 /月

整机测试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专业，1人，4300元 /月

部件测试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专业，2人，4300元 /月

PE/NPI工程师 机电一体化专业，2人，4300元 /月

物流工程师 物流类专业 2人，4300元 /月

市场营销岗 专业不限(计算机类优先)，12人，4500元～6500元 /月 +提成

产品经理 专业不限(计算机类优先)，5人，4500元～6500元 /月 +提成

联系人：黄雯婷 18684871531

长沙广义变流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 电力电子 / 机车车辆等，6 人，6

万～8万 /年

CAE工程师 机械设计 /力学等，2人，8万～10万 /年

联系人：胡丹 13786112933

湖南镭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 /软件工程及相关专业，5人，8万～15万 /年

图像处理算法工程师 专业不限，5人，10万～15万 /年

机械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相关专业，5人，8万～12万 /年

电气 /自动化工程师 自动化及相关专业，5人，8万～12万 /年

电子工程师 电子及相关专业，5人，8万～12万 /年

冶金工艺工程师 钢铁冶金 /金属材料 /冶金物理等相关专业，5人，8万～

12万 /年

储备干部 工商管理 /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 / 生产管理等专业，10 人，8

万～12万 /年

售后工程师 机械设计 / 电气自动化 /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20人，6万～

10万 /年

国内外销售员 理工科类优先考虑，10人（提成制）

联系人：尹女士 0731-88702155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类 车辆工程 / 发动机 / 热能与动力工程 / 内燃机，18人，8万～

10万 /年

机械电子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电气及其自动化 /模具设计，15人，

8万～10万 /年

材料化工类 高分子材料 /金属材料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人，8

万～10万 /年

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2人，8万～10万 /年

综合类 物流管理 /物流工程 /会计 /财务专业 / 管理 (工商 /行政 /人

资 /中文)5人，8万～10万 /年

语言类 英语 2人，8万～10万 /年

联系人：王妙 0731-89989331

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设计岗(机械方向) 车辆工程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20人

研发设计岗(电子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电气

工程，20人

研发设计岗(新能源技术方向) 机械、电子、电气工程类，15人

工艺、质量、采购岗 机械、材料工程类专业，20人

本科：综合收入 5000元～6000元 /月

硕士：综合收 6000元～8000元 /月

联系人：梁沁 0731-82881529

湖南湘江关西涂料有限公司
涂料研发工程师 化学工程 /材料化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与工程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高分子专业，20人，8万～10万 /年

技术服务工程师 化学 / 化工 /材料 / 化学工程 /高分子环境 /生物工程

等相关专业，20人，8万～10万 /年

联系人：张娅 0731-8624651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分公司
车辆工程 车辆工程、电子工程、机械类，4人

电子工程师 电子电器类专业，1人

机械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液压)，6人

市场营销 专业不限 /理工科类专业优先考虑，6人

法务 法学，1人

薪酬：3600元 +

联系人：刘女士 0731-84075186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安全工程师 环境 /化学，2人，4000元～6000元 /月

机械 /电气技术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3人，3500元～5500元 /月

研发技术员 化学 /化工 /高分子材料，3人，3500元～5500元 /月

模具工程师助理 模具设计与制造，3人，3500元～5500元 /月

管培生 模具设计与制造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数控技术 /焊接技术及

自动化，5人，3000元～4500元 /月

联系人：孙维 15084891620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工艺工程师 化学 /机械 /车辆专业专业，4人，4000元～4500元 /月

设备类工程师 机械 /机电专业，2人，4000元～4500元 /月

媒介专员 中文 /新闻 /传媒，2人，4000元～4500元 /月

资深文案 新闻 /中文专业，2人，4000元～4500元 /月

设计专员 平面设计 /广告设计专业，2人，4000元～4500元 /月

培训专员 专业不限，2人，4000元～4500元 /月

会计 会计 /财务类专业，2人，4000元～4500元 /月

联系人：宋金辉 0731-88399812

长沙行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雷达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 / 图像处理 /电子信息 /模式识别 / 数学 /

自动化专业，2人，8000元～16000元 /月

视觉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 /电子 /机器学习 /机器视觉 /图像处理 /数学，

2人，8000元～16000元 /月

Slam算法工程师 控制工程 /机器人 /计算机专业，2人，8000元～16000元/月

规划控制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2人，8000元～16000

元 /月

导航定位算法工程师 控制工程 / 机器人 / 计算机专业，2 人，8000 元～

16000元 /月

初级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 / 软件工程 / 电子工程，2 人，6000 元～

12000元 /月

底层控制工程师 控制工程相关专业，2人，6000元～12000元 /月

整车工程师 机械设计 /材料成型 /车辆工程，1人，5000元～8000元 /月

技术支持工程师 电气 /自动化 /计算机专业，4人，5000元～8000元 /月

联系人：袁文峰 18138666812

mailto:tg@hnms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