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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药类暨南京医科大学 2019 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通知 

 

江苏省医药类暨南京医科大学 2019 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市江东中路 300 号)8 号厅举行，为确保供需洽

谈会安全、有序进行，现将有关毕业生参会事宜通知如下： 

1、参会毕业生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个人简历、毕业生推荐表、就业

协议书、入场券等相关材料。专场招聘会时间为 5 日 8：30-14：30，我校毕业

生凭入场券、身份证、学生证入场至 8 号厅洽谈（由于现场人员较多，请毕业

生妥善保管好各类证件）。 

2、11 月 5 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7 号厅同时举办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相关专业毕业生可前去洽谈。 

3、所有参会人员根据公安部门针对大型活动安检要求（禁止携带违禁物

品），进入会场后请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安排，不得大声喧哗，场内禁止吸烟。

详细单位信息请与南京医科大学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联系。 

 

招聘会组委会 

2018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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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药类暨南京医科大学 2019 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展位安排表（8 号厅） 

展位号 单位名称 

800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002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00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8004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8005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8006 南京鼓楼医院 

8007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8008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8009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010 南京医科大学 

801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8012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801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8014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8015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友谊整形外科医院 

8016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 

8017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妇幼保健院 

8018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8019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8020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802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 

8022 上海长海医院 

8023 上海长征医院 

802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8025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8026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8027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8028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8029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8030 上海市儿童医院 

8031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8032 上海市东方医院 

8033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803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803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

院 

8036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8037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8038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上海松江中心医院 

8039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804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8041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8042 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804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804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8045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804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047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8048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8049 厦门市海沧医院 

8050 厦门市儿童医院 

8051 厦门市第五医院 

805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805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8054 无锡口腔医院 

8055 江苏艾尔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05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8057 无锡富泽药业有限公司 

8058 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059 江苏红豆杉药业有限公司 

8060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8061 无锡联合利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8062 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063 无锡顶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064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8065 无锡百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066 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067 无锡百迪威药业有限公司 

8068 华裕（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8069 无锡纳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070 上海市嘉定区卫生人才服务中心 

8071 上海市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072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8073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 

8074 上海市嘉定区医疗急救中心 

8075 
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

所 

8076 如皋博爱医院有限公司 

8077 江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078 江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079 江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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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 江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081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82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8083 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8084 滨海县人民医院 

8085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8086 上海宝藤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87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88 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8089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09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 

8091 南京市第二医院 

8092 南京市第二医院 

8093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有限公司 

8094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8095 上海海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096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097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有限公司 

8098 如皋市人民医院 

8099 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 

8100 泰州市人民医院 

8101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102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103 益诺思生物技术海门有限公司 

8104 扬州洪泉医院 

8105 滨海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106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107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108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8109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811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8111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8112 上海蓝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13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8114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8115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8116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8117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118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119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120 高邮市人民医院 

8121 苏州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8122 白帆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123 句容市人民医院 

8124 北京圣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25 扬州友好医院 

8126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8127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8128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8129 宜兴眼科医院 

8130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8131 心血管健康（苏州工业园区）研究院 

8132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8133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34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135 杭州艾维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36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8137 海门市人民医院 

8138 南京海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39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140 杭州立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141 浙江普利药业有限公司 

8142 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8143 南京乐宠乐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144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8145 北京卡威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146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8147 贝尔泰克医疗器械江苏有限公司 

8148 罗益（无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149 南京邦德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8150 江阴市南闸医院 

8151 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 

8152 合肥京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8153 南京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8154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55 杭州赫贝科技有限公司 

8156 江苏科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8157 领星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158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159 南京百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160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8161 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162 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8163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164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165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8166 镇江市中医院 

8167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8168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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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9 微关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8170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71 海安市人民医院 

8172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173 江苏中邦制药有限公司 

8174 安徽省立医院 

8175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8176 江阴光明眼科医院 

8177 启东市人民医院 

8178 青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8179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8180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8181 南京希麦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182 苏州市中医医院 

8183 南京市中心医院 

8184 江苏普瑞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185 中化江苏有限公司 

8186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8187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8188 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8189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190 江苏信臣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91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192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8193 镇江康复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8194 淮安市中医院 

8195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8196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8197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8198 南京湛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199 滨海县中医院 

8200 淮安市淮阴人民医院 

8201 宁波市杭州湾医院 

8202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8203 肾泰网健康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8204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8205 上海华汇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206 南通瑞慈医院有限公司 

8207 南京方腾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8208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09 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210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8211 润东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8212 上海天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13 合亚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214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8215 盱眙县人民医院 

8216 南京金陵口腔医院 

8217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218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 

8219 无锡金丽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220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8221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8222 华东疗养院 

8223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8224 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 

8225 泗阳县中医院有限公司 

8226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227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骨科医院） 

8228 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8229 淮安市淮阴医院 

8230 沭阳仁慈医院 

8231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静安分院） 

8232 泗阳县人民医院 

8233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8234 铂镁医学临床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8235 南京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36 徐州仁慈医院 

8237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238 南京强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239 江苏荃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240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8241 南京朗宁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8242 南京禾沃医药有限公司 

8243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244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8245 杭州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8246 江苏先科药业有限公司 

8247 南京优科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48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8249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8250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8251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 

8252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8253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254 安徽医科大学 

8255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256 联亚药（扬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257 珠海横琴爱姆斯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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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8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8259 南京科利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260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8261 北京岐黄药品临床研究中心 

8262 至本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263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264 江苏宝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265 浙江萧山医院 

8266 上海健禧经贸有限公司 

8267 常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 

8268 仪征市人民医院 

8269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827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71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72 如皋港人民医院 

8273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8274 如东县人民医院 

8275 北京调鼎科技有限公司 

8276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8277 中肽生化有限公司 

8278 中诺医药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8279 南京锐诗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280 淮安市淮安医院 

8281 常州瀚景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8282 常州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8283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8284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285 烟台药物研究所 

8286 上海原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87 常州市儿童医院 

8288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89 常州海尔思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8290 昆山市周市人民医院（昆山市康复医院） 

8291 苏州友勤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8292 荆州市中心医院 

8293 无锡市太工疗养院有限公司 

8294 沭阳县人民医院 

829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

司 

8296 无锡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8297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8298 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 

8299 常熟东南医院 

8300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301 十堰市太和医院 

8302 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03 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8304 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8305 盐城市中医院 

8306 宜兴市第五人民医院 

8307 泰兴市人民医院 

8308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8309 南通市中医院 

8310 浙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8311 缔脉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312 南京云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313 江苏礼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31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15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8316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8317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8318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8319 高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320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8321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2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3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4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5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6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7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8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29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8330 高邮市中医医院 

8331 苏州科技城医院 

8332 南京科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333 江苏卫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334 无锡凯宜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8335 武汉品生医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8336 南京华银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8337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338 如皋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8339 上海北昂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40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341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8342 江苏美克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8343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8344 徐州市儿童医院 

8345 泰州市中医院 

8346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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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7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8348 靖江市人民医院 

8349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350 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8351 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52 上海津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353 南京柯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354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355 上海智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356 台州市立医院 

8357 上海烈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358 南京普恩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359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 

8360 南京森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8361 北京斯丹姆赛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8362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363 北京六合宁远科技有限公司 

8364 上海市奉贤区中医医院 

8365 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8366 义乌市口腔医院 

8367 义乌市中医医院 

8368 上海永慈康复医院 

8369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 

8370 徐州医科大学 

8371 沛县人民医院 

837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四九医院 

8373 南京卓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374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75 启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376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 

8377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8378 无锡瑞慈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8379 杭州市中医院 

8380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8381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382 江苏诺瑞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383 宜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宜兴市红塔医院） 

8384 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385 上海用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386 杭州博凡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8387 江苏福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8388 西安康盟盛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389 厦门弘爱医院 

8390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8391 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佛堂中心卫生院） 

8392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8393 宝应县人民医院 

8394 如东县中医院 

8395 义乌市中心医院 

8396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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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药类暨南京医科大学 2019 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展位分布示意图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8 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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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需求信息表 

*关于需求信息的重要说明： 

 1、部分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将在

展会现场发布及调整，请各位同学及

时关注； 

 2、此需求信息长期有效，仅面

对南京医科大学 2019 届毕业生内部

发放，请各位同学妥善保管； 

 3、招聘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单

位面试、考试通知，如希望和用人单

位继续保持联系，可致电学校就业指

导中心了解单位详细情况； 

 请各位同学把握机会，积极应

聘。如果在就业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难题，请及时与学校或者学院联

系，我们将积极给予帮助！ 

 祝大家求职成功，顺利就业！ 

8 号馆 
800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2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博士 10 

医师 硕士 15 

护士 大专 20 

   

8004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5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6 南京鼓楼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7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8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09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10 南京医科大学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专业技术 硕士 50 

   

801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医技岗 博士 50 

医疗、医技岗 硕士 100 

   

8012-801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14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眼科医师 硕士 5 

放射科医师 本科 1 

麻醉科医师 本科 1 

护理 大专 5 

   

8015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友谊整形外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16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妇产科 硕士 24 

中医妇科 硕士 1 

乳腺科 硕士 2 

儿科 硕士 2 

产前诊断中心 硕士 7 

生殖中心 硕士 3 

保健部 硕士 1 

妇女保健科 硕士 1 

儿童保健科 硕士 7 

围产保健科 硕士 1 

院感科 硕士 1 

预防保健科 硕士 1 

麻醉科 硕士 7 

美容科 硕士 2 

病理科 硕士 1 

超声科 硕士 5 

放射科 硕士 2 

药学部 硕士 4 

护理 硕士 2 

设备科 硕士 1 

生殖健康科 硕士 1 

   

8017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专技 硕士 80 

   

8018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教师 大专 20 

   

8019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0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2 上海长海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3 上海长征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5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6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7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8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29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0 上海市儿童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1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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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2 上海市东方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3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

分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6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7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8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

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39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4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41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42 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4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4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护理 大专 100 

医疗 硕士 100 

医疗 博士 20 

   

8045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见展位 本科 20 

详见展位 硕士 70 

   

804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硕士 100 

   

8047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硕士 40 

医师 博士 20 

   

8048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心内科医师 1 博士 10 

心内科医师 2 硕士 11 

心功能科医师 硕士 2 

心外科医师 1 博士 3 

心外科医师 2 硕士 3 

心外 ICU 医师 1 博士 2 

心外 ICU 医师 2 硕士 4 

麻醉医师 1 博士 2 

麻醉医师 2 硕士 1 

体外循环医师 硕士 2 

心脏超声医师 博士 2 

检验技师 博士 2 

临床药师 1 博士 1 

临床药师 2 硕士 1 

影像科医师 1 博士 4 

影像科医师 2 硕士 4 

护士 1 博士 1 

护士 2 硕士 4 

护士 3 本科 40 

护士 4 大专 20 

内分泌医师 硕士 2 

神经内科医师 硕士 2 

博士后工作站科研人员 博士 5 

科研教学部职员 硕士 3 

人力资源部职员 硕士 2 

医务部职员 硕士 2 

财务部会计 硕士 2 

   

8049 厦门市海沧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病理科医师 硕士 1 

心血管内科医师 硕士 1 

肿瘤内科医师 硕士 1 

呼吸内科医师 硕士 1 

肾内科医师 硕士 1 

儿科医师 硕士 2 

重症医学科医师 硕士 2 

普外科医师 硕士 2 

胸心外科医师 硕士 2 

神经外科医师 硕士 1 

骨科医师 硕士 1 

妇产科医师 硕士 2 

耳鼻咽喉科医师 硕士 1 

麻醉科医师 硕士 2 

疼痛科医师 硕士 1 

超声影像科医师 硕士 2 

营养科医师 硕士 1 

   

8050 厦门市儿童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儿科医师 博士 5 

儿科医师 硕士 10 

   

8051  厦门市第五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 硕士 25 

  
 

805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内科医师 硕士 10 

外科医师 硕士 10 

   

805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博士 10 

 
  

8054 无锡市口腔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生 硕士 10 

   

8055 江苏艾尔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5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57 无锡富泽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58 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59 江苏红豆杉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0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1 无锡联合利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2 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3 无锡顶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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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4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5 无锡百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6 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7 无锡百迪威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8 华裕（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69 无锡纳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70 上海市嘉定区卫生人才服务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71 上海市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72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10 

临床医生 博士 3 

学科带头人 本科 5 

护理人员 硕士 1 

心理咨询/心理测验 硕士 3 

财务科干事 硕士 1 

临床医生 本科 8 

B 超诊断医生 本科 1 

脑电诊断医生 本科 1 

   

8073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74 上海市嘉定区医疗急救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75  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

督所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卫生监督员 本科 10 

   

8076 如皋博爱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硕士 10 

   

8077-8080 江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081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人员 硕士 26 

临床研究员 硕士 12 

行政/人事 本科 8 

   

8082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本科 50 

   

8083 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本科 20 

   

8084 滨海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相关专业 本科 70 

   

8085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招商专员 大专 5 

学术推广专员 本科 5 

产品讲师 本科 5 

   

8086 上海宝藤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实验员 大专 10 

   

8087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专员/助理（分析） 本科 5 

研发专员/助理（制剂） 本科 5 

研发专员/助理（合成） 本科 5 

市场推广专员 本科 3 

BD 硕士 1 

QA 大专 10 

QC 大专 5 

工艺技术员 大专 3 

销售代表 大专 5 

   

8088 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博士后研究员 博士 6 

课题研究员 硕士 10 

实验员（技术员） 本科 20 

   

8089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生产行管销售 本科 150 

   

809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

制所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血吸虫病室-实验研究岗 博士 1 

血吸虫病室-疫情监测岗 硕士 1 

土食源室-疾病控制岗 硕士 1 

媒传热带病-媒介监测研究岗  本科 1 

媒传热带病-现场研究岗 硕士 1 

媒传热带病-实验室活体保藏

人员 大专 1 

信息中心-学术情报与政策舆

情分析管理岗 本科 1 

药物室-药理学岗 硕士 1 

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 硕士 1 

重点实验室-实验动物饲养管

理人员 大专 1 

新技术室-媒介控制产品药效

检测与媒介试虫饲养岗 本科 1 

健教中心-健康教育及寄生虫

检测岗  本科 1 

财务处-审核记账岗 本科 1 

财务处-出纳人员 大专 1 

基建办-综合管理岗 本科 1 

全球卫生中心-项目官员 本科 1 

   

8091-8092 南京市第二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外科 硕士 1 

神经内科 硕士 1 

急诊科 硕士 1 

结核科 硕士 1 

心脏科 硕士 1 

重症医学科 硕士 1 

   

8093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住院医师 硕士 45 

护理人员 本科 17 

医技人员 硕士 9 

   

8094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国医馆医生 本科 3 

研究员助理 本科 10 

质量管理员 本科 20 

研究员 硕士 10 

软件工程师 本科 3 

人事专员 本科 2 

会计 本科 2 

   

8095 上海海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大区学术经理（南京） 硕士 2 

   

8096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10 

药物制剂研究员 本科 10 

药物合成研究员 本科 10 

信息专员 本科 5 

商务专员 本科 5 

销售专员 本科 5 

研发 QA 本科 5 

临床监查员 硕士 5 

医学专员 硕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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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7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20 

临床医生 本科 30 

护理 本科 10 

财务管理 本科 1 

   

8098 如皋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本科 20 

   

8099 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分析研发 本科 5 

分析研发 硕士 5 

生物研发 本科 5 

生物研发 硕士 5 

化学研发 本科 5 

化学研发 硕士 5 

制剂研发 本科 5 

制剂研发 硕士 5 

   

8100 泰州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 硕士 50 

医技人员 本科 20 

护理人员 本科 40 

   

8101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102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分析研究员 本科 20 

学术专员 本科 5 

注册专员 本科 5 

   

8103 益诺思生物技术海门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物分析技术员 本科 3 

给药制剂分析技术员 本科 3 

分子影像实验技术员 本科 3 

标记研究员 本科 1 

临检技术员 本科 3 

病理技术员 本科 5 

供试品及对照品管理员 大专 1 

给药制剂配制员 大专 5 

动物实验技术员 大专 20 

专题负责人助理 硕士 3 

QA 本科 3 

   

8104 扬州洪泉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本科 50 

   

8105 滨海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106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产管理储备 本科 10 

技术质量储备 本科 10 

检验 QC 本科 10 

微生物 QC 本科 5 

现场 QA 本科 10 

QM-文控专员 本科 2 

QM-ADR 专员 本科 2 

分析研究员 本科 20 

制剂研究员 本科 10 

合成研究员 本科 10 

知识产权经理 硕士 1 

业务发展经理 硕士 1 

医学经理 硕士 1 

医学助理 本科 1 

CRA（临床监查员） 本科 5 

CTA（临床实验助理） 本科 1 

PK 专员 本科 2 

纯化研究员（生物药） 本科 2 

发酵研究员（生物药） 本科 1 

分析研究员（生物药） 本科 1 

分子研究员（生物药） 本科 1 

药理研究员（生物药） 硕士 1 

   

8107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工程师 硕士 10 

实验技术员 本科 20 

销售工程师 本科 50 

售后工程师 本科 20 

软件工程师 本科 5 

硬件工程师 本科 5 

软件测试工程师 本科 5 

机械工程师 本科 5 

液路工程师 本科 5 

   

8108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硕士 30 

   

8109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各科室博士 博士 10 

各科室硕士 硕士 20 

   

811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技 博士 50 

   

8111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硕士 40 

临床 博士 10 

   

8112 上海蓝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究员 硕士 15 

研究员 硕士 15 

研究员 硕士 15 

研究员 硕士 15 

研究员 硕士 10 

产品应用专员/学术专员 本科 20 

质量专员 大专 5 

售后服务/技术工程师 大专 20 

技术员 大专 10 

技术员 大专 10 

   

8113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教师 硕士 6 

   

8114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硕士 20 

   

8115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普外科 本科 5 

普外科 硕士 5 

妇产科 本科 5 

妇产科 硕士 5 

内科 本科 5 

内分泌科 硕士 3 

儿内科 本科 5 

儿内科 硕士 5 

小儿外科 硕士 5 

医学影像学 本科 5 

眼科 硕士 3 

耳鼻喉科 硕士 5 

康复医学科 硕士 5 

泌尿外科 本科 5 

泌尿外科 硕士 5 

   

8116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硕士 20 

   

8117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产储备干部 本科 15 

质量储备干部 大专 10 

制剂研究员 硕士 3 

合成研究员 硕士 3 

   

8118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助理产品经理 本科 5 

医学经理 本科 3 

销售经理 本科 10 

   

8119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制剂研究 硕士 9 

质量研究 硕士 8 

合成研究 硕士 4 

临床监察员 本科 2 

产品经理 硕士 2 

产品专员 本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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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经理 硕士 2 

QC 本科 6 

原料车间工艺员 本科 2 

临床沟通专员 大专 30 

   

8120 高邮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心血管内科 硕士 2 

呼吸内科 硕士 2 

神经内科 硕士 2 

肿瘤内科 硕士 1 

放疗科 硕士 1 

妇科 硕士 1 

儿科 硕士 1 

重症医学科 硕士 2 

耳鼻咽喉科 硕士 1 

放射科 硕士 1 

检验科 硕士 1 

急诊科 本科 2 

耳鼻咽喉科 本科 1 

眼科 本科 2 

临床护理 本科 2 

   

8121 苏州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工程师 本科 1 

市场专员（医学） 硕士 1 

生产技术员（无菌） 大专 10 

   

8122 白帆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细胞工艺开发副高级研究员 硕士 3 

细胞工艺开发研究员 本科 5 

细胞工艺转移副高级研究员 硕士 3 

细胞工艺转移研究员 本科 5 

纯化工艺开发副高级研究员 硕士 3 

纯化工艺开发研究员 本科 5 

纯化工艺转移副高级研究员 硕士 3 

纯化工艺转移研究员 本科 5 

制剂工艺开发副高级研究员 硕士 3 

制剂工艺开发研究员 本科 5 

制剂工艺转移副高级研究员 硕士 3 

制剂工艺转移研究员 本科 5 

中试细胞培养工程师 本科 5 

中试蛋白纯化工程师 本科 5 

中试制剂灌装工程师 本科 5 

工艺部运营行政专员 本科 3 

工艺部 IPT 组研究员 本科 3 

   

8123 句容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各科室 硕士 50 

   

8124 北京圣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电子书编辑 本科 10 

产品策划 本科 6 

编辑助理 本科 10 

客服人员 本科 10 

课程顾问 本科 20 

外联人事专员 本科 10 

   

8125 扬州友好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 大专 15 

临床医疗 本科 15 

护理 大专 20 

功能科 大专 4 

   

8126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3 

临床药学 硕士 2 

临床医生 本科 14 

   

8127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副主任医师 本科 1 

   

8128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销售工程师 本科 30 

   

8129 宜兴眼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本科 2 

护士 大专 5 

视光师 大专 2 

   

8130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注册硕士管培生 硕士 10 

业务发展硕士管培生 硕士 10 

医学部硕士管培生 硕士 5 

专业储备人才 硕士 100 

供应链硕士管培生 硕士 5 

医药代表 硕士 200 

   

8131  心血管健康（苏州工业园区）研究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胸痛中心总部专员 本科 3 

房颤中心专员 本科 1 

心衰中心专员 本科 1 

信息中心专员 本科 2 

项目部专员 本科 2 

医学编辑 硕士 2 

国际交流专员 本科 1 

实习生 本科 1 

医学专员 本科 3 

   

8132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和科研岗 硕士 80 

护理人员 本科 20 

健康管理岗 硕士 5 

   

8133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产品交付工程 本科 30 

产品市场化专员 本科 5 

产品专员 本科 5 

统计分析师 硕士 5 

药学信息数据员 大专 5 

数据标准专员 本科 5 

   

8134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基础部英语教师 硕士 2 

基础部语文教师 硕士 3 

基础部数学教师 硕士 1 

基础部体育教师 硕士 1 

基础部德育教师 硕士 3 

基础部教师 硕士 1 

护理系教师 硕士 1 

护理系教师 硕士 3 

护理系教师 硕士 1 

护理系实验带教教师 本科 2 

护理系实验带教老师 本科 1 

护理系教师  硕士 1 

护理系教师 硕士 1 

护理系教师 硕士 1 

护理系教师 硕士 1 

药学系教学秘书 硕士 1 

药学系实验带教老师 硕士 1 

软件工程 硕士 1 

教学信息服务 本科 1 

网络技术 本科 1 

总务处科员 本科 1 

总务处科员 本科 1 

   

8135 杭州艾维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生 本科 15 

   

8136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销售经理 本科 20 

学术专员 本科 20 

研发专员 本科 20 

生产管理 本科 20 

质量管理 本科 20 

储备干部 本科 20 

   

8137  海门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二级医师 硕士 45 

二级药师 硕士 3 

助理工程师 硕士 3 

研究实习员 硕士 4 

二级护师 硕士 2 

二级医师 本科 28 

助理工程师 本科 5 

研究实习员 本科 6 

助理会计师 本科 1 

   

8138  南京海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8 

药物制剂研究员 本科 5 

药物合成研究员 本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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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察员（CRA) 本科 5 

临床协调员 本科 4 

临床医学专员 硕士 2 

药代动力学专员 硕士 2 

储备项目经理 硕士 2 

BD 专员 本科 2 

   

8139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制剂工程师 硕士 5 

药物制剂助理工程师 本科 5 

药物分析工程师 硕士 10 

药物分析助理工程师 本科 10 

   

8140  杭州立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信息沟通专员 大专 20 

医学编辑 硕士 10 

   

8141  浙江普利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国际 BD-新药 博士 1 

国际 BD-仿制药 博士 1 

EHS 管培生 硕士 1 

制剂研发工程师  博士 10 

合成工程师 硕士 5 

质量研究工程师  博士 40 

注册工程师 硕士 5 

稳定性分析员 本科 2 

立项调研 硕士 1 

BE 分析工程师 硕士 5 

QC 工程师 本科 15 

QA 工程师 本科 5 

GMP 翻译 本科 2 

国际业务员 本科 2 

微生物工程师 本科 5 

设备工程储备干部 本科 10 

生产储备干部 本科 20 

   

8142  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住院医师 本科 20 

护士 本科 20 

康复治疗师 本科 30 

临床检验师 本科 5 

   

8143  南京乐宠乐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分销推广管培生 本科 2 

商务管培生 本科 2 

分销推广管培生 硕士 2 

商务管培生 硕士 2 

质量管培生 本科 2 

质量管培生 硕士 2 

药品研发管培生 硕士 2 

营养品研发管培生 硕士 2 

品牌管理管培生 硕士 2 

财务管培生 本科 1 

   

8144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博士 40 

临床医师 硕士 40 

   

8145  北京卡威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分析员 本科 10 

药物制剂员 本科 10 

药物合成员 本科 10 

信息立项/调研专员 硕士 2 

CTA 本科 4 

商务助理 本科 2 

数据/统计助理 本科 4 

医学助理 本科 2 

质量研究员 本科 10 

制剂研究员 本科 10 

QC 本科 5 

QA 本科 5 

   

8146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硕士 10 

   

8147  贝尔泰克医疗器械江苏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技术工程师 本科 10 

产品专员 本科 5 

销售专员 大专 10 

注册专员 本科 3 

实验室检验 大专 2 

   

8148  罗益（无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产工艺员 本科 10 

质量控制员 本科 5 

分析检测员 本科 5 

研发专员 硕士 5 

   

8149  南京邦德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床医生 本科 10 

护士 本科 20 

针灸推拿 本科 5 

康复治疗师 本科 5 

   

8150  江阴市南闸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内科 硕士 3 

外科 硕士 3 

妇产科 硕士 2 

临床医学 本科 10 

麻醉 本科 2 

病理 硕士 1 

检验 本科 2 

影像 本科 3 

护理 本科 5 

护理 大专 10 

   

8151  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本科 80 

   

8152  合肥京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心脏 COE 临床医师 硕士 4 

神经 COE 临川医师 硕士 4 

骨科 COE 临床医师 硕士 4 

妇产科临床医师 硕士 2 

儿科临床医师 硕士 2 

外科临床医师 硕士 4 

内科临床医师 硕士 4 

病理科临床医师 硕士 2 

影像科临床医师 硕士 2 

健康医疗管理培训生 硕士 5 

   

8153  南京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眼科医生 本科 10 

验光师/检眼师 大专 10 

生化检验 大专 8 

护士 大专 10 

特检医师 大专 8 

   

8154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一代测序销售工程师 本科 10 

研发工程师 硕士 10 

技术支持 硕士 5 

生物信息分析工程师 本科 10 

实验技术员 本科 10 

市场专员 本科 3 

   

8155  杭州赫贝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动物实验技术员 本科 5 

销售经理 本科 5 

项目经理 硕士 2 

细胞培养技术员 本科 5 

分子实验 技术员 本科 5 

病理技术员 本科 5 

   

8156  江苏科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专员 硕士 10 

市场管培生 硕士 10 

医药信息沟通专员 本科 50 

商务代表 本科 5 

人资专员 本科 5 

销售会计 本科 5 

   

8157  领星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精准医学顾问 本科 2 

初级医学顾问 硕士 1 

数据分析工程师 硕士 2 

   

8158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工程师（硕博-上海） 硕士 15 

项目研究员（硕博-上海） 硕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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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工程师（本硕-上海） 本科 5 

实验室技术员（本硕-上海） 本科 20 

生物信息分析/研发（硕博-

上海） 硕士 10 

学术顾问/ 技术支持（硕博-

全国） 硕士 10 

销售工程师（硕士-全国） 硕士 30 

项目专员（本科-上海） 本科 2 

助理/专员（本科-上海） 本科 5 

   

8159  南京百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药代表 本科 20 

学术专员 本科 5 

电商运营 本科 5 

财务 本科 2 

临床研究专员 本科 2 

   

8160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40 

护士 大专 30 

   

8161  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究员 大专 40 

   

8162  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生 硕士 6 

护士 大专 10 

   

8163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博士 40 

科研人员 博士 10 

   

8164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护理岗位 硕士 1 

   

8165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15 

   

8166  镇江市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护药 本科 30 

医护药 硕士 30 

   

8167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影像医师 硕士 2 

心内科医师 硕士 1 

肾内科医师 硕士 1 

超声科医师 硕士 1 

胃肠外科医师 硕士 1 

神经内科 硕士 1 

信息处 硕士 1 

卫生管理 硕士 1 

急诊医学科 硕士 1 

重症医学科 硕士 1 

传染科医师 硕士 1 

护理 硕士 1 

呼吸科医师 硕士 1 

老年病科医师 硕士 1 

骨科医师 硕士 1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 1 

   

8168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市场助理 硕士 8 

市场专员 本科 8 

   

8169  微关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康复治疗老师 本科 20 

融合老师 本科 10 

   

8170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实验流程优化主管 博士 2 

实验流程优化专员 硕士 5 

实验技术工程师（管理&技术

担当储备） 硕士 20 

实验技术工程师 本科 60 

   

8171  海安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技 本科 30 

   

8172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QA/QC/工艺员/推广专员等 本科 40 

   

8173  江苏中邦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高级研究员 博士 3 

研究员 硕士 10 

助理研究员 本科 10 

   

8174  安徽省立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岗位 博士 50 

   

8175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重症医学科医师 硕士 1 

   

8176  江阴光明眼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视觉健康顾问 大专 10 

护理 大专 5 

医学检验 大专 2 

临床医学 本科 5 

   

8177  启东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见现场海报 

   

8178  青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监查员 本科 30 

医学写作 硕士 5 

医学监查 硕士 5 

药物警戒专员 本科 5 

医学专员 本科 5 

临床监查员 本科 10 

产品专员 硕士 5 

产品专员 本科 8 

   

8179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科室 本科 50 

   8180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中西医临床、中医学 硕士 5 

临床医学 硕士 1 

临床医学 本科 3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本科 1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本科 1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本科 2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影像工程 本科 1 

   

8181  南京希麦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统计程序员 硕士 20 

   

8182  苏州市中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ICU 医生 硕士 2 

脑外科医生 硕士 1 

脑外科医生 硕士 1 

新生儿科医生 硕士 1 

放射诊断 硕士 1 

B 超医生 硕士 1 

血管外科医生 硕士 1 

血管外科医生 博士 1 

   

8183  南京市中心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硕士 10 

护士 大专 10 

   

8184  江苏普瑞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细胞研究员 硕士 15 

平面设计 本科 1 

细胞技术员 本科 10 

QC 本科 5 

财务出纳 本科 1 

项目申报专员 本科 3 

免疫细胞研究员 硕士 5 

   

8185  中化江苏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药管培生 硕士 5 

医疗器械拓展专员 本科 5 

制剂国际化专员 本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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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合成研究员 硕士 5 

   

8186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理培训生 本科 10 

合成研究员 本科 12 

产品学术专员 本科 10 

生产管培生 本科 15 

   

8187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合成工艺科研员 硕士 5 

分析试验员 本科 5 

制剂科研员 硕士 5 

药物化学科研员 硕士 2 

医学专员 硕士 2 

   

8188  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科研员 硕士 5 

生物信息学工程师 硕士 5 

知识产权专员 硕士 2 

医学专员 硕士 5 

市场专员 硕士 5 

业务拓展专员 硕士 2 

实验室技术员 本科 15 

   

8189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 本科 10 

CRA 本科 10 

   

8190  江苏信臣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助理）医学经理 本科 4 

   

8191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销售采购类 大专 5 

销售采购类 大专 5 

质量管理类 大专 2 

医药研发类 硕士 2 

康复理疗类 本科 2 

   

8192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 硕士 100 

   

8193  镇江康复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眼科住院医 本科 10 

   

8194  淮安市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内科 硕士 6 

外科 硕士 4 

儿科 硕士 2 

耳鼻喉科 硕士 2 

放射科 硕士 2 

B 超室 硕士 2 

   

8195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妇产科、儿科、新生儿科、小

儿外科 
博士 20 

儿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 硕士 10 

妇科、产科、生育技术科 硕士 5 

小儿外科、儿童康复科、麻醉

科 
硕士 2 

妇产科、儿科、新生儿科、儿

童眼保科、儿童普保科、儿外、

儿童康复科、心电图等 

本科 20 

   

8196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产科 博士 10 

新生儿科 博士 10 

超声科 博士 2 

麻醉科 博士 2 

妇科 博士 10 

   

8197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理培训生 本科 2 

注册专员 本科 2 

药品实验员 本科 2 

区域营销实习生 本科 2 

技术培训生 硕士 2 

临床监察员 硕士 2 

药品研究员 硕士 2 

临床项目管理 硕士 2 

图像算法工程师 硕士 2 

临床数据分析 硕士 2 

深度学习工程师 博士 2 

生物临床项目管理 硕士 2 

生物研发工程师 硕士 2 

研发工程师 硕士 2 

   

8198  南京湛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工程师 本科 4 

销售助理 本科 2 

   

8199  滨海县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本科 10 

临床 本科 5 

   

8200  淮安市淮阴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中医内科 硕士 2 

中医外科 硕士 2 

中医妇科 硕士 2 

中医儿科 硕士 2 

中医临床 本科 8 

   

8201  宁波市杭州湾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 硕士 50 

   

8202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专员 硕士 7 

市场专员 硕士 10 

研发 硕士 10 

生产质量 本科 10 

销售 本科 10 

   

8203  肾泰网健康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软件开发工程师 本科 15 

运维工程师 本科 10 

医学专员 硕士 10 

统计/医学统计 硕士 5 

市场推广 本科 10 

   

8204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专员 本科 200 

分析研究员 硕士 100 

制剂研究员 硕士 40 

合成研究员 硕士 40 

   

8205  上海华汇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理研究员 硕士 3 

药代研究员 硕士 2 

临床监查员 本科 5 

临床质量控制专员 硕士 1 

药化研究员 硕士 2 

药化助理研究员 大专 1 

药理高级研究员 博士 2 

药代高级研究员 博士 2 

   

8206  南通瑞慈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本科 10 

医师 硕士 10 

   

8207  南京方腾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物统计师 硕士 5 

SAS 程序员 本科 15 

临床数据管理员 本科 10 

   

8208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类 硕士 10 

质量类 本科 20 

工程类 本科 10 

医学类 硕士 5 

市场类 本科 10 

注册类 本科 2 

人力资源 本科 2 

行政助理 本科 2 

财务助理 本科 2 

产业化管理 本科 30 

   

8209  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QA 专员 本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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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专员 本科 20 

细胞技术员 本科 15 

纯化技术员 本科 15 

制剂技术员 本科 15 

包装技术员 大专 5 

公用系统技术员 大专 5 

   

8210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究助理 RA 本科 80 

高级研究助理 SRA 硕士 30 

科学家 博士 10 

项目管理 PM 本科 8 

兽医 本科 5 

   

8211  润东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监查员（CRA） 本科 10 

临床试验助理（CTA） 本科 10 

助理数据管理员（ADM） 本科 10 

数据库专员（DBS） 本科 10 

初级统计程序员（SAS） 本科 10 

临床研究协调员（CRC） 本科 30 

   

8212  上海天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遗传部技术员（可带薪实习）） 本科 20 

实验技术员（可带薪实习）） 大专 10 

生物信息分析员（可带薪实

习） 
本科 10 

销售代表（base全国各地） 本科 19 

   

8213  合亚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有机合成研究员 本科 15 

分析助理研究员 本科 15 

有机合成研究员 硕士 10 

   

8214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高层次人才 博士 8 

高层次人才 博士 2 

临床医学教师 硕士 10 

护理学教师 硕士 5 

药物分析教师 硕士 2 

药理学教师 硕士 1 

药事管理学教师 硕士 1 

英语教师 硕士 2 

思想政治教师 硕士 3 

计算机教师 硕士 1 

物理教师 硕士 1 

   

8215  盱眙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硕士 50 

   

8216  南京金陵口腔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生 本科 5 

正畸医生 硕士 2 

助理医生 本科 5 

口腔护士 大专 10 

   

8217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维修工程师 本科 10 

技术支持工程师 本科 10 

产品专员 硕士 6 

质控专员 本科 1 

行政专员 本科 1 

人力资源专员 本科 1 

药品工艺员 本科 1 

研发专员 硕士 2 

诊断试剂销售 本科 8 

   

8218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咨询助理顾问 硕士 15 

医院投资管理助理 本科 10 

   

8219  无锡金丽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业务员 本科 4 

业务员 本科 4 

单证员 本科 3 

   

8220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10 

护理 大专 20 

   

8221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

血液科等 
硕士 116 

   

8222  华东疗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健康管理 硕士 1 

护理 本科 2 

   

8223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 本科 50 

医疗 硕士 20 

护理 本科 50 

   

8224  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学术专员 本科 5 

项目专员 本科 2 

质量 QA 本科 4 

质量 QC 本科 5 

生产储备干部 本科 4 

   

8225  泗阳县中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硕士 15 

临床医师 本科 15 

   

8226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物制药 大专 1 

   

8227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骨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骨科医师 硕士 10 

普外科医师 硕士 5 

泌尿外科医师 硕士 5 

脑外科医师 硕士 5 

内分泌科医师 硕士 5 

全科医学医师 硕士 5 

护理 大专 40 

财务会计 本科 5 

   

8228  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检验技术员 大专 5 

病理医生 本科 5 

销售代表 本科 5 

市场专员 本科 3 

   

8229  淮安市淮阴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护理、医技 本科 30 

   

8230  沭阳仁慈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学 本科 20 

药剂科 本科 5 

麻醉科 本科 5 

护理 本科 20 

医教科 本科 2 

办公室 本科 2 

影像科 本科 5 

   

8231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科医师 硕士 2 

肾内科医师 硕士 2 

麻醉医师 硕士 4 

消化内科医师 博士 1 

老年科医师 硕士 1 

普外科医师 硕士 2 

介入科医师 本科 2 

血液科医师 硕士 1 

肿瘤科医师 博士 1 

护士 大专 40 

护士 本科 15 

检验 大专 2 

全科规培医师 本科 5 

   

8232  泗阳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本科 20 

临床医生 硕士 30 

临床医生 博士 5 

病理科 本科 1 

检验科 本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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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超声 本科 4 

药材科 本科 2 

   

8233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2 

药物合成研究员 本科 2 

电气工程师 本科 1 

化验员 本科 1 

财务 本科 1 

医药代表 大专 5 

   

8234  铂镁医学临床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学分析研究员 本科 6 

药物制剂研究员 本科 5 

   

8235  南京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理培训生-销售方向 本科 3 

销售工程师 本科 2 

市场开拓专员 本科 3 

大客户关系管理专员 本科 3 

   

8236  徐州仁慈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骨科 本科 10 

妇产科 本科 3 

儿科 本科 2 

妇产科 本科 5 

   

8237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理培训生 本科 7 

   

8238  南京强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研发专员 本科 6 

 药物合成专员 本科 10 

药物分析专员 本科 10 

质量控制专员 本科 5 

注册专员 本科 4 

制药工艺研究员 本科 10 

   

8239  江苏荃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抗体工程 本科 10 

新药筛选 本科 10 

细胞发酵 本科 10 

抗体纯化 本科 10 

制剂研发 本科 10 

抗体结构分析 硕士 10 

质量控制 本科 10 

临床前评价 本科 10 

药品注册 硕士 10 

医学监察员 硕士 10 

临床监查员 硕士 10 

药物安全专员 本科 10 

   

8240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销售代表 本科 15 

销售代表 本科 15 

市场部产品专员 本科 2 

人事专员 本科 2 

会计 本科 2 

招商经理 大专 10 

   

8241  南京朗宁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招商经理 大专 10 

市场专员 本科 5 

财务专员 大专 2 

   

8242  南京禾沃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品注册-项目助理 硕士 2 

   

8243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生物制药 大专 1 

   

8244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各科 本科 10 

临床各科 硕士 20 

临床各科 博士 10 

   

8245  杭州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细胞培养高级助理研究员 硕士 5 

抗体纯化高级助理研究员 硕士 5 

抗体分析高级助理研究员 硕士 5 

基因解读专员 硕士 5 

生物信息工程师 硕士 5 

生产 硕士 10 

质量类 硕士 5 

   

8246  江苏先科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分析 本科 10 

药物制剂 本科 10 

研发主管 本科 5 

   

8247  南京优科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药招商经理 本科 12 

学术推广专员 本科 10 

药物合成研究员 本科 10 

药物制剂研究员 本科 10 

药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10 

临床监查员 本科 10 

医学专员 本科 3 

质量储备 本科 10 

生产储备 本科 10 

设备储备 本科 10 

EHS 工程师 硕士 3 

   

8248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本科 10 

临床医生 硕士 5 

影像医生 本科 2 

麻醉医生 本科 2 

   

8249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20 

   

8250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本科 10 

   

8251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QA、QC 专员 本科 15 

有机合成研究员 硕士 5 

药物联用研究员 硕士 5 

质量研究员 硕士 5 

细胞系开发/筛选研究员 硕士 5 

细胞培养工艺研究员 硕士 5 

药理研究员 硕士 5 

纯化、偶联、制剂工艺开发研

究员 
硕士 5 

医学方案撰写专员 硕士 2 

临床研究助理 CTA 本科 2 

临床协调员 CRC 大专 10 

临床监查员 CRA 大专 10 

技术员 大专 8 

   

8252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技科室 博士 10 

临床医师 硕士 20 

临床药师 硕士 2 

临床护理 硕士 4 

临床护理 本科 16 

临床护理 大专 20 

技师 本科 6 

   

8253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博士 30 

   

8254  安徽医科大学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教学科研岗 大专 40 

   

8255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各种岗位 本科 50 

   

8256  联亚药（扬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制剂技术员 本科 2 

QA 本科 2 

QC 本科 2 

   

8257  珠海横琴爱姆斯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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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博士后 博士 2 

细胞生物学博士后 博士 2 

细胞培养技术员 本科 15 

GMP 生产主管 本科 1 

GMP 生产主管 本科 1 

细胞质量检测实验员（QA/QC） 本科 5 

cFDA 申报联络员 本科 1 

医药推广代表 本科 18 

行政助理 本科 1 

   

8258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介入科 硕士 1 

   

8259  南京科利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协调员 CRC 本科 10 

临床监查员 CRA 本科 10 

数据管理及统计分析员 本科 5 

药物分析研究员(大分子方

向） 
本科 5 

药物分析研究员(小分子方

向） 
本科 10 

制剂工艺及处方研究员 本科 5 

   

8260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行政前台 大专 1 

人事专员 本科 1 

原料药工艺交接员 本科 2 

原料药技术员 大专 8 

制剂技术员 本科 4 

QA 本科 4 

QC 本科 4 

设备助理工程师 本科 1 

   

8261  北京岐黄药品临床研究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经理 硕士 5 

临床监查员 本科 10 

生物统计师 硕士 5 

SAS 编程 本科 4 

数据管理员 本科 4 

信息化专员 本科 3 

商务专员 本科 5 

   

8262  至本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信息专员 硕士 8 

医学编辑 硕士 3 

医学联络官 硕士 5 

生物信息工程师 硕士 5 

医学知识分析师 硕士 3 

   

8263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究员 硕士 10 

助理研究员 本科 15 

原料药生产管理人员 本科 20 

QA/QC 本科 20 

设备管理员 本科 10 

环保技术员 本科 2 

安全员 大专 2 

生物技术员 本科 5 

会计 本科 2 

工程管理员 本科 2 

法务 本科 2 

招商专员 本科 20 

行政人事专员 本科 2 

   

8264  江苏宝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推广经理 本科 5 

储备干部 本科 2 

   

8265  浙江萧山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25 

眼科医生 本科 1 

妇保医生 本科 2 

急诊内科医生 本科 2 

急诊外科医生 本科 2 

妇产科医生 本科 2 

儿科医生 本科 1 

内科医生 本科 1 

外科医生 本科 1 

   

8266  上海健禧经贸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市场销售 大专 10 

市场技术支持 大专 5 

   

8267  常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QA 本科 2 

QC 本科 2 

研究员 本科 2 

药品储备人员 本科 2 

   

8268  仪征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科室 本科 20 

   

8269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各科室，详见现场海报 硕士 50 

   
827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制剂研究员 硕士 8 

研发工程师 硕士 6 

研发分析员 本科 6 

生产技术管培生 本科 10 

QA/QC 本科 10 

分析实验员/研究员 本科 5 

制剂实验员/研究员 本科 5 

合成实验员/研究员 本科 5 

CRA 本科 4 

注册助理 硕士 2 

人事助理 本科 1 

   

8271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市场推广 硕士 5 

学术经理 硕士 5 

销售经理 硕士 5 

售后工程师 硕士 5 

   

8272  如皋港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内科医师 本科 3 

外科医师 本科 3 

妇产科医师 本科 3 

影像诊断医师 本科 3 

麻醉医师 大专 3 

   

8273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理培训生 本科 20 

技术培训生 硕士 30 

诊断支持代表 本科 10 

细胞初筛员 大专 10 

检验技术员 大专 20 

   

8274  如东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心血管内科 硕士 1 

血液内科 硕士 1 

神经内科 硕士 1 

ICU 硕士 1 

急诊科 硕士 1 

肿瘤科 硕士 1 

儿科 硕士 1 

传染科 硕士 1 

普外科 硕士 1 

骨科 硕士 1 

泌尿外科 硕士 1 

神经外科 硕士 1 

胸外科 硕士 1 

烧伤科 硕士 1 

妇产科 硕士 1 

麻醉科 硕士 1 

放疗科 硕士 1 

护理 硕士 2 

内科/ICU/外科/妇产科/儿科

/麻醉科/传染科 
本科 8 

眼科/耳鼻喉科 本科 2 

口腔科 本科 1 

中医康复科 本科 1 

影像科 本科 1 

药剂科（临床药学） 本科 1 

感染管理科 硕士 1 

   

8275  北京调鼎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区域销售经理 本科 6 

JAVA 工程师 本科 5 

运营专员 本科 3 

行政专员 本科 2 

财务专员 本科 2 

客服专员 本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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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师 本科 2 

   

8276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骨科中心 硕士 3 

胸外科 硕士 2 

心内科 硕士 2 

耳鼻喉科 硕士 2 

皮肤科 硕士 1 

血液科 硕士 1 

外三科 硕士 1 

妇产科 硕士 2 

泌尿外科 硕士 1 

肿瘤介入科 硕士 1 

肾内科 硕士 2 

内分泌科 硕士 1 

口腔科 硕士 2 

眼科 硕士 1 

影像科 硕士 2 

药事科 硕士 2 

神经内科 硕士 2 

神经内科 本科 2 

病理科 硕士 1 

病理科 大专 1 

内分泌科 博士 1 

康复科 硕士 1 

康复科 本科 5 

急诊科 本科 2 

肿瘤放疗科 本科 1 

全科 本科 1 

超声科 本科 3 

麻醉科 本科 2 

感染科 本科 8 

护理部 本科 14 

护理部 大专 7 

健康管理中心 本科 3 

健康管理中心 大专 1 

   

8277  中肽生化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化工类-合成研究员、纯化研

究员 
本科 30 

药剂类-制剂工艺研究员、制

剂分析研究员 
本科 5 

分析类- QC 检验员、质量分

析研究员、生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20 

生物类-产品开发技术员 本科 10 

临床类-临床协调员、临床监

察员、数据管理员、医学专员 
本科 5 

   

8278  中诺医药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注册专员 本科 4 

推广专员 本科 4 

产品专员 本科 6 

   

8279  南京锐诗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培训师 大专 3 

销售经理 大专 10 

助理产品经理 大专 2 

   

8280  淮安市淮安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 本科 30 

医疗 硕士 20 

影像 本科 20 

检验 本科 10 

麻醉 本科 5 

   

8281  常州瀚景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全科医师 大专 10 

口腔正畸医师 硕士 2 

   

8282  常州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市场专员 本科 3 

医学专员 硕士 3 

   

8283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心内科医生 硕士 5 

心外科医生 硕士 5 

超声科医生 硕士 8 

放射科医生 硕士 5 

重症医生 硕士 3 

心功能医生 本科 3 

体外循环科医生 本科 3 

   

8284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药物研究员 本科 50 

临床监察员 本科 30 

销售代表 本科 30 

产品专员 大专 20 

   

8285  烟台药物研究所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科研人员 硕士 10 

科研管理人员 硕士 1 

   

8286  上海原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美导老师 大专 22 

   

8287  常州市儿童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儿内科 硕士 5 

   

8288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细胞工艺科学家 硕士 50 

   

8289  常州海尔思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外科医生 大专 5 

放射科医师/士 大专 5 

内科医生 大专 5 

妇科医生 大专 2 

护士 大专 5 

   

8290  昆山市周市人民医院（昆山市康复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硕士 4 

   

8291  苏州友勤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检验员 本科 15 

销售代表 本科 8 

   

8292  荆州市中心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 硕士 123 

医疗 博士 10 

   

8293  无锡市太工疗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护士 大专 5 

内科医师 本科 3 

女外科医师 本科 1 

内科医师（主治） 本科 1 

医师（口腔科、五官科、眼科） 本科 3 

检验师 大专 3 

B 超医师 本科 2 

影像诊断医师 本科 1 

影像技术 大专 1 

   

8294  沭阳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 本科 80 

临床医疗 硕士 40 

临床医疗 博士 5 

临床护理 大专 80 

   

829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

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人伤查勘定损岗 本科 10 

   

8296  无锡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眼科医生 大专 2 

住院医生 大专 3 

护士 大专 5 

眼科特检 大专 3 

   

8297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信息沟通专员 本科 100 

市场部学术推广专员 硕士 20 

   

8298  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信息沟通专员 本科 15 

产品专员/医学专员 硕士 15 

人事专员 本科 5 

   

8299  常熟东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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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护士 大专 5 

临床医师 本科 2 

超声医生 本科 2 

放射医师 本科 2 

针灸推拿 大专 1 

康复医师 本科 2 

   

8300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教师 本科 2 

教师 本科 2 

教师 本科 2 

教师 硕士 2 

   

8301  十堰市太和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硕士 50 

   

8302  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质量工程师 本科 20 

制剂工程师 硕士 10 

   

8303  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销售工程师 本科 8 

销售管培生 本科 10 

电销专员 本科 12 

销售助理 大专 1 

科研顾问 博士 2 

   

8304  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生 硕士 464 

   

8305  盐城市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硕士 10 

   

8306  宜兴市第五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

学、药学等 
本科 15 

   

8307  泰兴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 本科 10 

临床医疗 硕士 40 

医学检验 硕士 2 

医学影像 硕士 3 

   

8308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本科 15 

   

8309  南通市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博士 5 

临床 硕士 5 

放射 本科 1 

   

8310  浙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经理 本科 1 

不良反应监测办主任 本科 2 

物流经理 大专 1 

成本会计 大专 1 

化验员 大专 3 

质检员 大专 3 

采购员 大专 1 

   

8311  缔脉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研究助理 I/临床试验支

持助理 
本科 15 

药物安全助理 本科 15 

数据管理助理 本科 15 

数据专员助理 本科 15 

临床系统开发员 本科 15 

统计分析助理 本科 15 

系统解决方案分析师 本科 5 

助理生物统计师 博士 5 

药代动力学助理 硕士 5 

医学写作助理 硕士 5 

药品注册助理 本科 5 

   

8312  南京云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技术主管/实验主管 本科 3 

技术主管助理/实验主管助理 本科 5 

技术员/实验员 大专 10 

动物实验技术主管/动物实验

主管 
本科 3 

动物实验技术主管助理/动物

实验主管助理 
本科 5 

动物实验技术员/动物实验实

验员 
大专 10 

   

8313  江苏礼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监查员 CRA 本科 10 

医学专员 本科 3 

药代动力学专员 硕士 3 

数据管理专员 本科 4 

临床协调员 CRC 大专 10 

   

831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或科研 博士 50 

   

8315  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康复治疗师 本科 10 

护士 本科 10 

   

8316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影像技术专业骨干教师 博士 3 

   

8317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硕士 20 

   

8318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教学 硕士 40 

   

8319  高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硕士 25 

临床 本科 15 

中医学 本科 8 

精神病学 本科 5 

预防医学 本科 8 

麻醉学 本科 8 

口腔医学 本科 5 

医学影像 本科 10 

   

8320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疗卫生岗位 本科 111 

   

8321-8329  秦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330  高邮市中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内科 硕士 1 

内科 本科 1 

外科 硕士 1 

外科 本科 1 

妇产科 硕士 1 

妇产科 本科 1 

儿科 硕士 1 

儿科 本科 1 

骨伤科 硕士 1 

骨伤科 本科 1 

肿瘤科 硕士 1 

肿瘤科 本科 1 

眼科 硕士 1 

眼科 本科 1 

耳鼻喉科 硕士 1 

耳鼻喉科 本科 1 

麻醉科 硕士 1 

麻醉科 本科 1 

病理科 硕士 1 

病理科 本科 1 

护理 本科 10 

医学影像诊断 本科 2 

医学影像技术 本科 2 

放疗科物理师 本科 1 

财务 本科 1 

   

8331  苏州科技城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硕士 20 

   

8332  南京科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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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技术员 本科 3 

动物实验研究员 本科 3 

销售代表 本科 5 

   

8333  江苏卫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培生 本科 20 

   

8334  无锡凯宜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护士 本科 30 

人力资源部（管培生） 本科 2 

医务科（管培生） 本科 2 

护理部（管培生） 本科 2 

客服专员 本科 5 

收费员 本科 5 

   

8335  武汉品生医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助理研究员 硕士 2 

医学检验员 本科 3 

科研助理 大专 4 

   

8336  南京华银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实验室技术员 大专 5 

分子技术员 大专 5 

销售代表 大专 10 

病理技术员 大专 5 

   

8337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情见现场海报 

   

8338  如皋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大专 10 

   

8339  上海北昂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销售工程师 本科 20 

售前/售后技术支持 本科 5 

机械工程师 本科 2 

电子工程师 本科 2 

图像识别软件开发 本科 2 

实习岗 本科 2 

   

8340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管理岗、生物技术岗相关 硕士 30 

   

8341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技 硕士 60 

   

8342  江苏美克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工程师（化学发光方向） 本科 5 

研发工程师（微生物方向） 本科 5 

   

8343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见招聘海报 硕士 53 

   

8344  徐州市儿童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内科 硕士 15 

外科 硕士 10 

   

8345  泰州市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各临床岗位 硕士 100 

   

8346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生 硕士 25 

护士 本科 18 

   

8347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骨伤科 硕士 5 

外科 硕士 5 

肿瘤科 本科 4 

心血管病科 本科 2 

麻醉科 本科 4 

眼科 本科 2 

影像科 本科 4 

B 超 本科 4 

   

8348  靖江市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本科 20 

医师 硕士 20 

护理 大专 20 

儿科 本科 3 

感染科 本科 3 

妇产科 本科 6 

口腔科 本科 2 

眼科 本科 1 

耳鼻喉科 本科 1 

功能检查科 本科 4 

影像科 本科 4 

检验科 本科 2 

药学部 本科 5 

康复科 本科 2 

医学工程部 本科 2 

感染管理科 本科 1 

病案室 大专 1 

   

8349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推广专员 大专 20 

市场部产品专员 本科 3 

商务分销 大专 2 

法务专员  本科 1 

销售助理（ 本科 1 

招聘/绩效专员 本科 2 

   

8350  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化妆品研发员 硕士 6 

销售代表 本科 10 

   

8351  北京海金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专员 硕士 10 

临床监查员 CRA 本科 10 

临床协调员 CRC 本科 10 

统计师 本科 10 

数据管理员 本科 10 

SAS 程序员 本科 10 

   

8352  上海津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协调员（CRC） 本科 70 

   

8353  南京柯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资深 Java 开发工程师  本科 5 

nlp 开发工程师 本科 5 

测试工程师 本科 5 

   

8354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协调员 本科 20 

   

8355  上海智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CRC 大专 10 

   

8356  台州市立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技 硕士 20 

   

8357  上海烈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市场专员 硕士 2 

技术支持 硕士 3 

技术型销售工程师 本科 4 

商务专员 本科 2 

数据分析 硕士 2 

实验研究员 本科 2 

   

8358  南京普恩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助理医学经理 本科 4 

人力资源助理 本科 2 

临床监察员 本科 5 

销售助理 本科 5 

   

8359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分析工程师 本科 5 

制剂研究员 本科 5 

合成研究员 本科 5 

临床专员 本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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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0  南京森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市场专员 本科 6 

产品专员 本科 10 

销售代表 本科 10 

人事专员 大专 1 

项目申报专员 本科 1 

生产助理 大专 1 

   

8361 北京斯丹姆赛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监查员（CRA） 本科 10 

临床协调员（CRC） 大专 10 

临床研究助理（CTA） 大专 5 

系统管理专员 本科 1 

遗传办申报专员 本科 1 

   

8362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详见现场招聘海报 

   

8363  北京六合宁远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究员 硕士 10 

高级研究员 博士 10 

助理研究员 本科 40 

   

8364  上海市奉贤区中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师 本科 2 

康复医师 本科 2 

心电图医师 本科 2 

B 超医师 本科 2 

病理医师 本科 2 

   

8365  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妇产科 大专 5 

   

8366  义乌市口腔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临床 硕士 2 

   

8367  义乌市中医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护理 本科 7 

临床医师 硕士 7 

   

8368  上海永慈康复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本科 10 

护理 大专 10 

   

8369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师 本科 40 

临床技师 本科 10 

   

8370  徐州医科大学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教学科研 博士 60 

   

8371  沛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学医技 博士 8 

医学医技 硕士 20 

医学医技 本科 57 

   

837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四九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学 本科 20 

骨科 硕士 2 

麻醉 本科 5 

医学影像学 本科 4 

眼科 本科 2 

耳鼻喉科 本科 3 

儿科 本科 3 

   

8373 南京卓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实验员 本科 10 

药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6 

制剂研究员 本科 6 

   

8374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培训生 本科 20 

   

8375 启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师 本科 62 

   

8376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 本科 20 

临床 硕士 15 

   

8377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医生 硕士 29 

   

8378 无锡瑞慈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妇产科医师 本科 5 

儿科医师 本科 5 

超声诊断 本科 3 

放射科医师 本科 3 

护理 大专 20 

设备维护 本科 1 

功能科医师 本科 2 

市场部 大专 10 

   

8379  杭州市中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护理 硕士 50 

   

8380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QA 本科 5 

QC 本科 8 

药物分析研究员 本科 5 

药物合成 本科 5 

   

8381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人事助理 本科 3 

财务助理 本科 5 

法务助理 本科 2 

   

8382 江苏诺瑞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学术经理 本科 6 

大区经理 大专 4 

   

8383 宜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宜兴市红塔医

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中医 本科 5 

中西医结合 本科 5 

临床医学 本科 5 

核医学 本科 5 

医学影像诊断 本科 5 

针灸推拿 本科 5 

护理专业 大专 10 

   

8385 上海用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助理 SAS 程序员数据分析员 本科 5 

临床协调员 本科 5 

临床监察员 本科 5 

   

8386  杭州博凡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口腔医生 本科 15 

   

8387  江苏福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售后工程师 本科 3 

市场专员 本科 5 

管理储备人员 本科 3 

   

8388  西安康盟盛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健康管理师 本科 20 

业务主管助理 大专 10 

管培生 本科 10 

   

8389  厦门弘爱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儿科医师 硕士 3 

超声医师 硕士 4 

   

8390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研发管理储备干部 硕士 30 

   

8391  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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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康复医学科 硕士 1 

临床医师 本科 3 

皮肤科 本科 1 

五官科 本科 1 

放射科 本科 1 

康复医学科 本科 2 

护理 大专 3 

   

8392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科室 硕士 30 

   

8393  宝应县人民医院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临床医疗 本科 40 

   

8396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所需岗位名称 学历 数量 

毒理专题负责人 硕士 5 

药理专题负责人 硕士 5 

药代专题负责人 硕士 10 

分析方法开发专题负责人 硕士 10 

病理专题负责人 硕士 5 

眼科专题负责人 硕士 5 

市场客户经理 本科 10 

质量保证专员 本科 10 

临床监查员 本科 10 

临床协调员 本科 10 

实验室技术员 本科 20 

专题负责人助理 本科 10 

临床项目负责人 硕士 10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联系方式： 

地址：江宁校区德馨楼 B116 室 

网址：http://njmu.91job.gov.cn 

电话：025-86869193 

邮箱：zj@njmu.edu.cn 

微信公众号：njmujiuyechuangye 

联系人：陶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