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威海市文登区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计划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1

威海市文登区
城市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威海
舜盛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管理岗位

2

市政工程技术管理，负责项目日常生
产管理调度，按项目工期目标协调劳
动力、设备、材料进出场；负责组织
参加技术安全交底，指导项目日常质
量验收及安全文明施工；负责项目日
常放线、验线、取样送检、资料整
理；负责项目部文件收发及变更的办
理；负责技术交底及专项方案的编制 
。

本科及以上
市政工程或公路工程
类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市政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
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学历可放宽至专
科。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2
市政工程预决算岗

位
2

负责编制工程招投标预决算、工程造
价概算，为控制工程成本提供依据；
负责编制工程项目投标标书的预算与
分析；负责编制施工费招标成本和清
单，办理施工决算等。

本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备工程预结算和工程管理专
业知识，具备市政工程预算、决算和工程管
理的专业知识；能独立编制市政工程清单报
价及工程预结算工作，熟练使用福莱计价软
件及CAD等常用软件。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3
园林工程预决算岗

位
1

负责园林预算、签证、进度、决算工
作。

本科及以上
园林工程造价相关专
业

35周岁以下，具备工程预结算和工程管理专
业知识，具备园林工程预算、决算和工程管
理的专业知识；能独立编制园林工程清单报
价及工程预结算工作；熟练使用Word、
Excel、CAD等常用软件。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
园林设计及施工岗

位
2 园林景观设计及现场工程施工管理。 本科及以上 园林设计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能够组织实施完成项目中的绿
化施工任务，现场的放线、技术交底，现场
签证变更的办理，现场施工队伍工作的安排
、检查、验收，独立完成竣工图的绘制。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5
沥青机组操作员岗

位
1 熟练操作沥青拌和机组设备。 专科及以上 不限

40周岁以下，具有相关工作经验（需要上机
操作进行技能测试）。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6
行政文员

岗位
2

负责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负责文字材
料的编写、对外宣传推介工作；负责
组织公司会议，编写会议记录等事项; 
统筹管理公司行政后勤服务工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35周岁以下，具有良好的文字写作、组织协
调和口头表达能力。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7 会计岗位 2

负责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
成册、归档；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
种资金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
行账户余额及银行余额调节表；负责
年度财务审计和税务审计的对接和数
据提供；负责纳税申报事项。

本科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
验，熟悉财务会计理论知识，熟悉银行业务
知识;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财务软件；具有
良好的职业操守、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
和财务分析能力。具有会计中级及以上资格
证书，学历可以放宽至专科。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8
威海市文登区
城市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威海
舜盛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岗位

2

供水管网及附属资产管理、管网运行
、预算、工程管理等；组织供水管网
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安全质
量管理、应急事件处理与管理。

本科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工程、造价、预算相
关专业

35周岁以下。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9 化验员岗位 2
熟悉制水工艺、技术和水质化验依
据，熟练掌握岗位技能，根据水质化
验报告调整药品剂量。

专科及以上
环保、化验、化工相
关专业

35周岁以下，熟练操作化验室各种设备，有
较强的的语言表达能力。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0
党务工作

岗位
1

组织开展公司党组织活动，整理党务
资料。

本科及以上
中文、行政管理相关
专业

35周岁以下，从事5年以上党建工作，中共
党员，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1

文登金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专员
岗位

1
具体开展招商项目寻找、商务谈判等
工作，完成年度招商任务。

本科及以上 经济贸易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熟悉招商工作各步骤流程，熟
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
。具有招商工作经验者优先。

2500-3000元，
并视招商任务
完成情况给予
奖励。缴纳五
险一金

12
内审专员

岗位
1

参与公司年度财务预算的编制和财务
决算的审计工作,对公司及子公司的财
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参与协助完善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
度体系,健全内部审计监察相关制度或
文件。

专科及以上
经济管理类、财会类
、审计类相关专业

45周岁以下，具有审计工作经验并具有5年
及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验，取得会计中级及
以上职称。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企业财务制
度、税务制度及流程，熟悉相关财税法律法
规，熟悉银行业务知识，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和财务软件。

4000-5000元
缴纳五险一金

13
综合管理

岗位
1

负责公司文书、档案管理及保密工
作；负责文字材料的编写、对外宣传
推介工作；负责组织公司会议，编写
会议记录等事项; 统筹管理公司行政
后勤服务工作。

本科及以上
管理类、文学类、经
济类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5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具有一定的行政、文字工作经验；能够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熟练Photoshop等常用设计
制作软件；有良好的文案写作功底和编辑能
力；掌握企业文案设计方法，具有解决突发
事件的能力；执行能力和沟通能力强。

4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4 法务岗位 1

协助公司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对
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法律论证，出具
法律意见;负责起草、审核公司各类业
务合同，参与合同谈判并监督合同履
行情况；负责处理公司对外业务中涉
及的法律事务，并提出规避、化解方
案；与司法机关及有关部门保持沟
通，为公司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本科及以上 法学相关专业

45周岁以下，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
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问题
处理能力及法律文书写作能力。通过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或有法务工作经验的优先。

4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15
文登金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
岗位

1

负责工程技术指导，负责工程立项、
设计、施工，文件收发及变更的办理
。负责技术交底及简单专项方案的编
制。负责质量、安全验收。

本科及以上 能源动力相关专业

具有2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高级工程
师职称，具备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熟悉工
程施工工艺流程及质量安全管理要求、熟悉
施工现场取样送检、质量验收、资料整理要
求，熟悉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熟练使用
word、excel等常用软件。能够编制具备较
强针对性的技术交底及简单的专项施工方
案；精通各项安全、技术、验收规范。

50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6

文登金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之
威海金滩公用
事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会计岗位 1

负责审核原始凭证；负责会计核算工
作；负责物资出入库资料的整理和录
入；负责会计档案管理，负责编制财
务报表，纳税申报，财务分析及其他
财务日常需要处理的实务。

本科及以上
财务管理类、会计类
、金融类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具有初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
5年及以上财务主管工作经验。熟悉国家金
融政策、企业财务制度、税务制度及流程，
熟悉相关财税法律法规；熟练操作电脑及各
类办公软件，以及主流财务办公软件。

4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7 文登金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二级子公
司之威海鼎辰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预算造价员岗位 1
负责工程造价、成本费用预算编制工
作，实现工程成本相关费用目标计划
。

专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

45周岁以下，具有二级建造师资格证，5年
及以上工程预结算工作经验。熟悉预算、投
标报价相关专业知识；工程、工程造价相关
知识；熟练操作电脑及各类办公软件。

50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8 建设管理员岗位 1

负责公司项目的工程安全、质量、进
度的全面管理工作，为公司提供工程
技术疑难问题处理办法与专业化培
训，建立及完善工程规范化管理制度
。

专科及以上 不限

40周岁以下，具有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取
得工程中级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项目负
责人工作经验。熟知建筑及相关专业知识、
法律知识、经济知识；熟练操作电脑及各类
办公软件，及各类建筑软件。

50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19
威海市文登区
国有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会计岗位 1

负责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
成册、归档；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
种资金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
行账户余额及银行余额调节表；完成
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
具有初级会计师以上职称；熟练使用办公软
件和财务软件；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学习
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财务分析能力。具备
省市国有大型公司或上市公司经历经验者优
先。

3000元以上，
缴纳五险一金

20

威海市文登区
蓝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党建工作
岗位

1
负责组织公司党建活动，整理党建资
料。

专科及以上 文学类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中共党员，具有一定的写作基
础。

3600-45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21 安装工程师岗位 1

负责本专业设计任务书编制及与设计
院沟通对接；参加图纸会审、代表业
主方提出意见，对问题予以答复；负
责组织、协调参建方及专营单位，实
现质量、投资、安全、进度等各项目
标；负责组织本专业材料以及设备的
验收。

专科及以上
建筑工程安装相关专
业

40周岁以下，具有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具
备水、电、暖通工程管理的专业知识，了解
设计规范，熟练掌握施工规范，具有一定的
沟通协调能力，能够组织项目各方完成项目
目标。

4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22
威海市文登区
蓝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项目安装预算岗位 1

收集掌握与工程造价、工程预决算有
关的技术资料和文件；负责编制及审
核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做好项
目安装工程预算、结算、竣工决算工
作；完成项目工程施工支付款的编制
与审核；负责项目各阶段的安装工程
造价的控制；负责安装工程变更及合
同价款调整及核算。

专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具有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具
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具备安装工程预算、
决算和工程管理的专业知识；能独立编制安
装工程清单报价，完成水电安装工程预结算
工作；熟练掌握《山东省建筑安装工程消耗
量定额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程量清单计
价规范；熟练应用广联达算量软件及福莱计
价软件；熟练使用Word、Excel、CAD等常用
软件。

4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23

威海市文登区
蓝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威海
文毓建设有限

公司

土建项目施工岗位 2

负责项目日常生产管理调度，按项目
工期目标协调劳动力、设备、材料进
出场，负责组织劳务人员参加技术安
全交底，领导质检员、安全员做好项
目日常质量验收及安全文明施工工作
。

专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45周岁以下，10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施工
工艺流程，质量安全验收程序，各工种人员
、设备产能；精通施工现场的平面布置，进
度控制。对各分项工程的质量标准、安全文
明施工要求、费用成本有一定了解；具备一
定的建筑施工专业理论知识（具有建造师证
书者优先）。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24 土建项目质检岗位 2

负责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做好项目
日常质量工作巡视，监督项目质量瑕
疵的整改，与劳务队伍共同防治建设
工程质量通病。

专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10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施工
工艺流程及安全管理要求；精通各分项工程
质量验收标准及验收程序。对土建木工、砌
筑、抹灰等具体操作普遍熟悉，精通其中的
一项以上，精通建筑工程质量通病防治；熟
练掌握各项验收规范，对技术规范、101系
列图集有一定了解。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25 土建项目技术岗位 6

负责项目日常放线、验线、取样送检
、资料整理。负责项目部文件收发及
变更的办理。负责技术交底及简单专
项方案的编制。参加各分部分项质量
、安全验收，重点参加钢筋分项隐蔽
验收。

专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5年以上工作经验，全日制土
木工程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不限工作年限；
具备一定文字表达能力，熟悉施工工艺流程
及质量安全管理要求、熟悉施工现场取样送
检、质量验收、资料整理要求，熟悉建设工
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熟练使用经纬仪、水
准仪、垂准仪等测量、计量设备，熟练使用
word、excel、cad等常用软件。能够编制具
备较强针对性的技术交底及简单的专项施工
方案；精通101系列图集及各项安全、技术
、验收规范。精通BIM建模者优先考虑。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26
水利水电项目技术

岗位
1

负责项目日常放线、验线、取样送检
、资料整理。负责项目部文件收发及
变更的办理。负责技术交底及简单专
项方案的编制。参加各分部分项质量
、安全检查验收。

专科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
业

30周岁以下，熟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艺流
程及质量安全管理要求、熟悉施工现场取样
送检、质量验收、资料整理要求，熟练使用
经纬仪、水准仪、垂准仪等测量、计量设
备，熟练使用word、excel、cad等常用软件
。能够编制具备较强针对性的技术交底及简
单的专项施工方案，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27

威海市文登区
蓝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威海
文毓建设有限

公司

土建项目安全岗位 3

负责项目日常安全管理及安全验收，
纠正现场违章作业，排查安全隐患报
施工员整改，并进行验收。定期组织
安全教育及应急演练，检查班组安全
教育落实情况。整理安全资料。

专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具有安全C证，5年以上工作经
验；熟悉施工工艺流程，熟悉施工材料及设
备机具的性能特点。熟练掌握安全技术规范
要求，会整理安全资料。精通施工现场布置
、文明施工安排、临时用电、临边防护等。
对绿色施工、环境保护有一定了解。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28
土建项目经济师岗

位
3

收集掌握与工程造价、工程预决算有
关的技术资料和文件，负责编制及审
核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做好项目
安装工程预算、结算、竣工决算工
作；完成项目工程施工支付款的编制
与审核；负责项目各阶段的安装工程
造价的控制、负责安装工程变更及合
同价款调整与索赔费用的计算等。

专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具备土建工程预、决算和工程
管理的专业知识；能独立编制工程清单报
价，完成土建工程预结算工作；熟练掌握《
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工程量计算规
则》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熟练应用广联
达算量软件及福莱计价软件；熟练使用word
、excel、cad等常用软件，有工作经验者优
先。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29
土建项目安装预算

岗位
1

收集掌握与工程造价、工程预决算有
关的技术资料和文件，负责编制及审
核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做好项目
安装工程预算、结算、竣工决算工
作；完成项目工程施工支付款的编制
与审核；负责项目各阶段的安装工程
造价的控制、负责安装工程变更及合
同价款调整与索赔费用的计算等。

专科及以上 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备安装
工程预、决算和工程管理的专业知识；能独
立编制安装工程清单报价，完成水电安装工
程预结算工作；熟练掌握《山东省建筑安装
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熟练应用广联达算量软件
及福莱计价软件。熟练使用word、excel、
cad等常用软件。

5400-66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30
成本核算

岗位
1

收集公司在各项目经营活动中发生的
与业务有关的支出，并负责按规定计
入成本费用。

本科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具备财务管理的专业知识，能
独立完成成本核算工作，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

4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加
项目绩效奖

31

威海市文登区
蓝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威海
昆嵛山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管理岗位 1

负责项目日常放线、验线、取样送检
、资料整理。负责项目部文件收发及
变更的办理。负责各分项工程质量验
收，做好项目日常质量工作巡视，监
督项目质量瑕疵的整改。参加各分部
分项质量、安全验收。

专科及以上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从事建筑工程现场技术或质量
管理，精通所有质量验收规范、质量预控，
具备质量有关管理能力，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

3600-45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32

威海市文登区
蓝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威海
文毓土地规划
设计服务有限

公司

测绘工作岗位 2

熟练使用GPS、全站仪等相关测量仪
器，负责各类项目工程测量、房产测
量、地籍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等内外
业测绘工作，并编写各类测绘技术资
料。

专科及以上

测绘专业（大地测量
、工程测量、摄影测
量、遥感、地图制图
、地理信息、地籍测
绘、测绘工程、矿山
测量、海洋测绘、导
航工程、土地管理、
地理国情监测等）

35周岁以下，具有测绘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
。具有测绘专业中、高级职称或注册测绘师
职业资格证，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熟练使
用测绘仪器，精通测绘相关规范，能独立完
成测验业务及编制测绘成果。

43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33

威海市昌洋实
业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之威
海市文登区道
地参业发展有

限公司

会计岗位 2

负责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
成册、归档；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
种资金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
行账户余额及银行余额调节表；负责
年度财务预决算；负责纳税申报事
项；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专科及以上
会计类、审计类相关
专业

45周岁以下，具有10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
验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会计师证书，熟悉财务
会计理论知识，熟悉会计业务知识;熟练使
用办公软件和财务软件；具有良好的职业操
守、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财务分析能
力。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34 文秘岗位 1

负责公司文书、档案管理及保密工
作；负责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负责文
字材料的编写、对外宣传推介工作；
负责组织公司会议，编写会议记录等
事项; 统筹管理公司行政后勤服务工
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文学类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中共党员。具有良好的文字写
作、组织协调和口头表达能力，具有文秘工
作经验者优先。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35 市场营销岗位 2

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负责根据公司
发展规划和市场情况，制定并执行公
司营销战略；负责客户开拓、管理和
维护；负责完成公司下达的市场营销
目标；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营销行业工作经验者优
先，可以接受出差。

3000-10000元
缴纳五险一金

36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 1

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管
理、薪酬与福利管理等工作；负责人
员培养、培训、招聘、聘用等工作；
负责人事档案管理、劳资管理等工
作；负责党建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
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
管理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中共党员，具有人事行政和党
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37 美工策划岗位 1

负责线上店铺装修及产品图片拍摄、
修图、做主图、轮播、详情页等，配
合线上运营根据各大档期、节点设计
活动推广图片；负责制作电子版宣传
材料，如PPT、PDF、各种产品介绍和
各种海报图片等。

本科及以上 广告学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38 会计岗位（一） 1

负责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
成册、归档；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
种资金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
行账户余额及银行余额调节表；负责
年度财务审计和税务审计的对接和数
据提供；负责纳税申报事项；完成领
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财政金融类、会计类
、审计类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
验，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熟悉财务会计理
论知识，熟悉银行业务知识;熟练使用办公
软件和财务软件。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39

威海市昌洋实
业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之威
海市文登区道
地参业发展有

限公司

会计岗位（二） 1

负责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
成册、归档；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
种资金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
行账户余额及银行余额调节表；负责
年度财务审计和税务审计的对接和数
据提供；负责纳税申报事项；完成领
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财政金融类、会计类
、审计类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
验，具有会计师及以上职称，熟悉财务会计
理论知识，熟悉银行业务知识;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和财务软件；具有粮食行业财务工作
经验者优先。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0 出纳岗位 1

负责日常收支的管理和核对；负责收
集和审核原始凭证，保证报销手续及
原始单据的合法性、准确性；负责登
记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并准确录入
系统，银行回单打印，编制银行存款
余额调节表；负责记账凭证的编号、
装订；保存、归档财务相关资料；负
责开具各项票据。

本科及以上
会计类与审计类相关
专业

30周岁以下，熟悉日常Excel、Word等办公
软件，具有出纳工作经验或持有助理会计师
以上证书（含助师）优先。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1 检验检测岗位 1 负责西洋参产品的质量、化验检测。 本科及以上
农学、中药学等相关
专业

35周岁以下，5年以上工作经验。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2

威海市昌洋实
业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之文
登市佳禾种业

有限公司

农学岗位 2

负责对公司良种的试验、示范和推
广；向农民宣传推广公司种子新产品
及新技术，解答当地农民在使用公司
产品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提供技术咨
询服务。

本科及以上 农学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3
威海市昌洋实
业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之威
海市良佳粮油
储备有限公司

粮食保管员
岗位

4
负责粮食仓储、保管等粮食安全工作
。

专科及以上 粮食类相关专业
30周岁及以下，有从事粮食仓储相关工作经
验且具有（粮油）仓储保管员职业资格证书
者优先。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4 电工岗位 1
负责粮食企业设施设备维护、维修及
安全用电、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专科及以上 电工类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粮食仓储企业工作经验且
具有电工作业职业资格证书者优先。

30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5

威海市丰登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

行政管理岗位 1

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及管理；负责公
司文书、档案管理及保密工作；负责
文件、报告、总结及其他文字的编写
、对外宣传推介工作；负责组织公司
会议，决议督办等事项；统筹管理公
司行政后勤服务工作；协助做好党建
相关工作。

本科及以上
传媒、汉语言、文秘
类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文字功
底，熟知行政文秘工作；熟练使用索贝、ae
等非线性编辑软件和后期制作软件，会使用
ae建模、动画等特效制作。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6 项目管理岗位 1

负责项目可研方案、实施方案的编
制，以及公司产品所需要的文字资料
的编制；参与项目招标，合同管理和
变更，工程进度款结算、审核等；其
他项目预算管理工作等。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

农业、林业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项目管理相关工
作经验；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40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47

威海市丰登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

仓储物流岗位 1

负责公司物资仓储的管理，推行并完
善公司的《仓储管理制度》；负责物
资的入库、出库、保管保养、仓储过
程的安全管理；负责同公司各职能部
门及相关业务公司的沟通与协调。

本科及以上 仓储物流类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具备良好的职位分析能力和学
习能力，有一定实践基础和文化素养，有较
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沟通能力。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8 会计岗位 1

负责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
成册、归档；负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
种资金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
行账户余额及银行余额调节表；负责
年度财务审计和税务审计的对接和数
据提供；负责纳税申报事项。

本科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40周岁以下，具有10年及以上企业财务工作
经验；具有会计中级及以上职称，熟悉财务
会计理论知识 ，熟悉银行业务知识，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和财务软件。

40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49 出纳岗位 1

负责现金日常管理、收付及记账工
作；负责银行账户的日常结算；保管
好现金、空白支票和印鉴；负责报销
差旅费的各项工作;严格审核报销单
据，发票等原始凭证，按照费用报销
的有关规定办理现金收支付业务，做
到合法准确，手续完备，单证齐全。

本科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具有会计初级及以上职称，熟
悉银行结算业务和财经政策、会计操作技
能，熟练操作财务软件；且电脑操作娴熟，
具有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50

威海市丰登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
之威海供销农
业服务有限公

司

业务经理岗位 1

负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及整
体运营管理工作；能根据公司的战略
目标和要求制定公司总体发展规划，
制定阶段和年度经营计划及预算并组
织实施；负责公司各农业生产技术及
销售管理环节的检查、协调，能妥善
解决发生的各类问题。

专科及以上
农学、生态农业相关
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组织协调和团队合作能
力；具有丰富的农业项目生产经营经验；熟
悉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及项目扶持相关政策。

4000-6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51

威海市丰登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
之威海市丰登
云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经理岗位 1

负责对项目进行配置管理、编写项目
方案、产品需要的文字材料，根据需
求制订方案；参与项目招标采购、合
约管理及变更、过程进度款、结算审
核等；其他预算管理相关工作。

本科及以上 设计类相关专业

30周岁以下，具有会计初级及以上职称，具
有熟练操作Photoshop、3Dmax、CAD、
CorelDRAW、Word、Excel、PowerPoint等相
关软件，公众号运营等相关经验，具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

3500-5000元缴
纳五险一金

52
山东文通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

司
文秘岗位 1

负责公司文书、档案管理及保密工
作；负责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负责文
字材料的编写、对外宣传推介工作；
负责组织公司会议，编写会议记录等
事项; 统筹管理公司行政后勤服务工
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秘类相关
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文秘工作经验。
具有良好的文字写作、组织协调和口头表达
能力，可以接受出差。

3500元起缴纳
五险一金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
计划

岗位描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薪酬待遇

53

山东文通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

司

会计岗位 1

侧重于参股控股公司的财务工作，独
立编制审核记账凭证，并按月装订成
册、归档；编制财务报表及各种资金
报表；定期核查库存现金、银行账户
余额及银行卡余额调节表；完成领导
交办的其他工作。

专科及以上 会计相关专业

25周岁以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财务软
件，驾驶技术好，具备常驻乡下及派驻外地
公司独立工作能力，具有债券融资经验者优
先。

3300元起缴纳
五险一金

54
计算机信息软件操

作岗位
1

负责公司网络系统、办公系统和服务
器的维护和故障排除;负责公司基础软
件和电子设备的管理与维护;完成领导
交办的其他工作。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相
关专业

25周岁以下，熟练使用计算机软件；沟通交
流能力较强，自主生活和环境适应能力强，
适应出差。

3500元以上，
缴纳五险一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