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实习就业单位一览表

学院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财贸
学院（
35家单
位，

1755个
岗位）

1 济南昌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明湖东路东湖大厦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 60

2 山东文泉坤园律师事务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玉函路45号 出纳、人事助理 会计、财务管理 15

3 济南上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七里河路12号锦绣泉城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 10

4 山东禾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厅北楼406室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 10

5 山东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万达写字楼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 20

6 山东唯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经四路640号卢浮商务中心 会计 会计、财务管理 10

7 山东中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253号 会计、出纳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15

8 济南木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祝舜路2000号保利海德公馆 会计、审计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15

9 济南燕丹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南区D座 会计、审计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30

10 济南百灵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30-1号国华大厦9009室 会计、审计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15

11 济南志达财务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大街548号嘉汇环球广场 会计、审计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15

12 山东慧算账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高新区三庆世纪财富中心A2-617 会计、审计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15

13 山东天赋大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东省历下区经十路16199号 会计、审计 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40

14 青岛寻创连锁酒店集团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8号 会计、出纳 财务管理、会计 15

15 济南悦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22799号银座中心 营销专员 财务管理、会计 15

16 济南嘉乐高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04号 会计、出纳 财务管理、会计 15

17 山东仁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创新谷一号 人事、出纳、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 20

18 北京新荣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77号 财务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 40

19 山东丰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桥区济南新材料产业园 会计 财务管理、会计 10

2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来安路686号 征信审核、资产清收 金融管理、会计 50

2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锦绣东路4518号 征信审核、资产清收 金融管理、会计 50

22上海外服杰浦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区瑞昌路277号 数据审核、数据复核 金融管理、会计 60

23 江苏汇通金融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亚太广场5号楼 客户经理、银行业务专员 金融管理、会计 180

24 唯度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徐公桥路2号 银行大堂经理 金融管理、会计 20

25 济南瀚银万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经十路21700号 客户经理、营销专员 金融管理、会计 20

26 舞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航空项目） 上海浦东新区机场大道66号 客户经理、航班预定专员 金融管理、会计 50

27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25号 客户经理、金融风险控制专员 互联网金融、金融管理、会计 60

28 北京华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金融风险控制专员 互联网金融、金融管理、会计 60

29 广东浩传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一路983号广东通信科技大厦 金融风险控制专员 互联网金融、金融管理、会计 300

30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泺源大街229号金龙大厦 客户经理、营销专员 保险、金融管理、会计 100

3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9266号 营销专员 保险、金融管理、会计 30



财贸
学院（
35家单
位，

1755个
岗位）

32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爱都路18号 客户经理、金融风险控制专员 保险、金融管理、会计 100

3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1158号 客户经理、营销专员 投资与理财、金融管理、保险 120

3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爱都路18号 客户经理、营销专员 投资与理财、金融管理、保险 70

3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81号夏都金地商业广场 客户经理、营销专员 投资与理财、金融管理、保险 100

合计 1755

学院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工商29
家单
位，
835个
岗位）

36 山东泰盈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中天门大街1366号 客户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30

37 济南翔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明湖西路银座好望角A座 商务代表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20

38 金茂北京威斯汀国际大饭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7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0

39 京东物流 河北廊坊京滨物流园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 30

40 平政国际料理餐厅 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公园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30

41 山东达圣元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济南开发区/淄博/青岛 客户专员、储备店长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30

42 山东大厦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路21-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30

43 山东朵拉朵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黄台电子商务产业园 商务代表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40

44 山东佳怡物流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二环北路东首路北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 20

45 山东泉盈酒店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桥区历黄路3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0

46 山东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高新区齐鲁软件园 客户经理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60

47 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557号 客户经理、储备店长 市场营销、工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30

48 上海思南公馆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路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10

49 特步集团山东分公司 济南市金茂大厦 储备店长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25

50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东环路东侧 物流专员 物流管理 40

51 喜来登大酒店 济南市龙奥北路8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0

52 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299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30

53 珍奥核酸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西岗区桥东巷56号 客户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30

54 亿特健身俱乐部 济南市和谐广场 客户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30

55 齐鲁孔子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 导游员 旅游管理 20

56 康恩贝药业比尔高事业部 济南市槐荫区 客户专员、人事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50

57 济南锐钢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街 客户专员、人事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20

58 山东乔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飞跃大道2016号 客户专员、人事管理 市场营销 20

59 山东天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华能路汇源大厦 导游员、地勤 旅游管理 20

60 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2888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0

61 烟台万达文华酒店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139号 餐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20

62 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物流专员、市场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 20

63 亚特兰蒂斯酒店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 服务管理、行政专员、运营专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20

64 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迪北路753号 服务管理、导游员、行政专员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80

合 计 835



学院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建筑工
程学院
（22家
单位，
830个
岗位）

65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 物业服务及管理 物业管理 50

66 碧桂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区域） 济南市章丘区碧桂园凤凰城物业服务中心 物业服务及管理 物业管理 50

67 江苏省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南高新区中铁才智中心 施工员、安全员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90

68 二十一世纪不动产中国总部（北京）
-北京艾菲特国际特许经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 房产经纪人 工程造价 50

69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镇兴济河小区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监理员建筑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80

70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汽车厂东路29号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 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5

71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中海广场901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40

72 山东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万寿路17-3号 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25

73 山东三箭集团劳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东路2828号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50

74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111号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 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20

75 山东万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潍坊高新区玉泉路518号清馨园第三孵化器玉清大厦1302室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30

76 山东盛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30-1号7号楼1幢10709室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20

77 山东健泽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中海紫御东郡28号楼 施工员、预算员、资料员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10

78 山东鲁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天辰大街978号 测量员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20

79 鲁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经二纬五路 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 80

80 山东鲁迪测绘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3989号1号楼 测量员 建筑工程技术 20

81 新联康（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5号甲华银大厦1902A 房产经纪人、数据分析员、活动策划工程造价 30

82 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朝阳区朝来科技园二期创远路36号院8号楼 房产经纪人 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 30

83 二十一世纪不动产山东分公司-中住地产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街道解放路30号东源大厦24层 房产经纪人 工程造价 30

84 济南生活家装饰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29号圣凯财富广场 家居顾问、设计师助理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40

85 济南美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高新区舜华路三庆世纪财富中心B2座2楼 家居顾问、设计师助理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25

86 济南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56号 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
理

35

合 计 830

学院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信息
工程
学院

（24家
单位，
840个
岗位）

87 青岛智动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218号海信信息产业园 SMT岗（表面贴装） 电气自动化技术 30

88 上海爱登堡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星公路1601号 电梯维保员 电气自动化技术 15

89 南京创维平面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滨淮大道88号 产品装配与管理 电气自动化技术 30

90 乐金电子部品（烟台）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台北北路36号 产品质检员 电气自动化技术 35

9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电气维护工程师 供用电应用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30

92 青岛海汇德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43号 电气组装、设备调试、售后工程师供用电应用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30

93 山东天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羊头峪22号 网络维护 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30

94 上海南方讯典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95号齐鲁银行 网络营销、网络运维 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 25

95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东临海信创智谷 电商营销 电子商务 50

96 山东联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号美莲广场 在线网络运营、客服 电子商务 30

97 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号奥盛大厦 淘宝客户专员 电子商务 30



信息
工程
学院

（24家
单位，
840个
岗位）

98 山东万声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山东呼叫中心 电商平台售后与管理 电子商务 30

99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8号北辰世纪中心A座 分拣与复核 电子商务 30

100 济南源动力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192号 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 30

101 济南德久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北路12号 网络营销、网络运维 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商务 30

102 山东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孙村镇科航路2877号 技术支持、服务器组装维护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35

103 青岛三利集团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 电商营销、技术支持 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 35

104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五区甲一号院方正宽带 网络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70

105 山东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号奥盛大厦 软件测试、软件支持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30

106 济南泰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华阳路69号济南留学人员创业园 数据处理、无人机操控 计算机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50

107 济南博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中润世纪中心 网络维护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50

108 济南华科仁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322号 软件测试、软件支持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30

109 山东海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海川路9号产学研基地 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软件测试 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50

110 山东国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风路101号齐鲁文化创业基
地

软件技术支持、软件销售 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35

合 计 840

学院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汽车
工程
学院

（13家
单位，
690个
岗位）

111 中国重汽集团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南首 汽车维修、质检、制造及行政管
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0

112 潍坊福田雷沃五星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福田工业园 装配员、质检员、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

113 济南迪姆卡尔车之梦全国加盟总部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380号 汽车美容技师、钣喷技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

114 济南大友集团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西路 销售专员、售后专员、机修技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 30

115 济南和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二环西路5788号 销售专员、售后专员、机修技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 30

116 济南必普集团微沃汽车美容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奥体中路18号 汽车项目策划、维修技师、美容
技师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0

117 潍坊汉唐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长宁街西首路南 装配员、质检员、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60

118 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太平洋张店区 汽车保险定损员、理赔员 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0

119 中国大地保险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开发区 汽车保险服务专员 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0

120 潍坊共达电声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68号 装配员、质检员、 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 80

121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普兴公路1601号 电梯维保员、销售员、行政岗位 电梯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80

122 山东金鲁班电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 电梯维保员、销售员、行政岗位 电梯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80

123 济南沃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沃德大道 设备装配员、机床操作员 数控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

合 计 690

学
院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艺术
学院

（16家
单位，
727个
岗位）

124 青岛众合摆渡广告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银川西路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园 平面设计 艺术设计 10

125 济南木本圣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济南市长清区大学科技园商业公园步行街 平面设计 艺术设计 40

126 山东道克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166号格林豪泰酒店 设计助理 艺术设计 20

127 山东小鸭集团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南路51号 平面设计、摄影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3

128 济南纸老虎彩色印艺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南街2号 平面设计 艺术设计 10



艺术
学院

（16家
单位，
727个
岗位）

129 济南美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高新区舜华路三庆世纪财富中心 室内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 80

130 烟台九创装饰有限公司 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108号悦海中心 室内设计、设计助理 环境艺术设计、艺术设计 60

131 济南居联峰尚装饰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槐村街23号 室内设计、设计助理 环境艺术设计、艺术设计 20

132 青岛数字工厂动画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北区周口路102号中航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影视动画制作人员 动漫制作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110

133 济南酷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 漫游动画，3D建模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动漫制作技术 60

134 济南名士教育集团 济南市槐荫区经六路延长线名士花园 幼儿教师 表演艺术(学前教育方向）、动漫制作技术（学前教育方向）200

135 济南红黄蓝幼儿园 济南市市中区伟东新都园 幼儿教师 表演艺术(学前教育方向）、动漫制作技术（学前教育方向）5

136 天天想上幼儿园 济南市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稼轩广场西邻 幼儿教师 表演艺术(学前教育方向）、动漫制作技术（学前教育方向）4

137 济南红缨瑞地幼儿园 济南市历城区凤鸣路717号海亮院里小区 幼儿教师 动漫制作技术（学前教育方向）、表演艺术(学前教育方向）30

138 济南华杉剑声幼儿园 济南市槐荫区刘长山路绿地泉景园一期 幼儿教师 动漫制作技术（学前教育方向）、表演艺术(学前教育方向）15

139 北京爱德堡幼儿园长清分园 济南市长清区丹凤小区北京博苑爱德堡幼儿园 幼儿教师 动漫制作技术（学前教育方向）、表演艺术(学前教育方向）60

合 计 727

学院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实习、就业岗位 对应专业 岗位数

五年
高职
学院

（35家
单位，
2635个
岗位）

140 上海平安银行 上海浦东新区瑞昌路277号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会计 80

141 平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祝甸路11号东方广场C座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会计 80

142 济南泉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市解放东路56号 会计 会计 50

143 济南怡鲁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北小辛庄西街55号普利大厦 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员 会计 20

144 北京方正科技信息产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方正大厦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会计 70

145 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会计 70

146 京北方科技有限公司（BPO金融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7层 票据审核岗、数据录入岗、大堂
经理岗

会计 80

147 山东泰盈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泰安高新区中天门大街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会计 50

148 上海平安银行 上海浦东新区瑞昌路277号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 80

149 平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祝甸路11号东方广场C座 客户经理、客服营销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 50

150 常熟安吉捷豹路虎物流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捷豹路10号 设备质检员、物流员 工商企业管理 100

151 济南怡鲁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北小辛庄西街55号普利大厦 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员 工商企业管理 30

152 苏州汇思集团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文员、销售员、行政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 10

153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66号 行政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 20

154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7号 客服专员 工商企业管理 100

155 山东省经纬工程测绘勘察院 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4739号 测量员、测绘员 建筑工程技术 50

156 山东国清工程测绘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路28号 测量员、测绘员 建筑工程技术 20

157 浙江长兴荣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县吕山乡新街都林阳光11幢 施工员、资料员 建筑工程技术 15

158 济南通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章丘市政务区公路大厦 监理员、施工员 建筑工程技术 20

159 济南天翔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园丁小区南区 测量员、测绘员 建筑工程技术 50

160 江苏晶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新区长江路16号软件园 CAD数据工程师 建筑工程技术 50

161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技术操作员 建筑工程技术 50



五年
高职
学院

（35家
单位，
2635个
岗位）

162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钣金、喷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

163 山东梅拉德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朱刘比德文路2号 焊装工程师、装配工程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

16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夏青路 焊装工程师、装配工程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0

16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 焊装工程师、装配工程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0

166 上海大众济南华通俊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新沙北路9号 维修技师、销售顾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

167 奥托立夫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技术操作员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0

168 卧龙电气济南电机有限公司 济南市章丘区世纪西路
设备质检员、电气技术员、

维修员、工艺员
机电一体化 100

169 南通丝路咖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机械加工质检员、数控操作员 机电一体化 100

170 三菱重工海尔（青岛）空调机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 质检员、设备调试员 机电一体化 100

171 杭州通绿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数控操作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 30

172 时光坐标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凤凰创意大厦
影视后期制作、

动画设计、平面设计
动漫制作技术 50

173 青岛数字工厂动画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北区周口路102号中航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影视后期制作、

动画设计、平面设计
动漫制作技术 50

174 苏州一千零一艺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平面设计 动漫制作技术 50

合 计 1985

总计:合作企业174家，岗位7662个 7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