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梦启航 中元研究院寻找事业合伙人

——2020 届校园招聘

宣讲时间：2019/10/31 13:30-16:30

宣讲地点：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二楼排练厅

网申地址：https://zybio.gllue.com/portal/

微信交流群 网申二维码

We together,We build,We share!

行业的优势：皇冠上的明珠

体外诊断行业（IVD）为治疗提供诊断依据

疾病的“显微镜”、医生的“眼睛”

高潜力、高增速

明珠璀璨，怎能少你！

我们的优势：24K 纯黑马

快中求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年均增速 60%！

青年才俊

团队平均年龄 26 岁，核心高管平均年龄 37 岁！

沟通无代沟，轻轻松松收获友（ài）情！

怀才可遇

公司高速发展，创造无数上升机会；

“共谋、共创、共享”是我们不变的信条

拒绝论资排辈，有为就有位。

享受长期激励的员工占比近 30%

天天向上

全方位、深层次的专项培育体系为你保驾护航，助你向阳发展！

https://zybio.gllue.com/portal/


真正培育出公司未来的中高层管理干部

从地面到深空畅通无阻，快人一步绝非纸上谈兵！

高管、经理、业务导师多导师制强强联合，共琢美玉；

三年期私人定制成长计划，步步为赢；

三维立体培训体系，如虎添翼。

丰衣足食

回报篇

优秀的你值得更高的回报

更有无上限 SP 等你挑战

高额专项激励，每一份付出都能被看到！

高额研发奖金

谁说科学家不能当千万富翁！

高额销售提成

两年买车、三年买房，再也不怕丈母娘

冠军更有豪车奖（BBA）！

福利篇

在中元，放心干！

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喜事慰问、通讯补贴、交通补贴、

定期体检、过渡性宿舍、15 天春节假期

给你全方位保护！

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海外游学、中元达人秀、定期舞会、部门团建、年会盛宴

多彩的你在多彩的舞台！

万事俱备

全产业链布局——诊断原料、试剂、仪器全生态系统，不被美帝卡脖子！

研发力量涵盖国内一线城市——渝、上、广、深！

销售业务全球开花——从重庆至新疆等全国各地，印度至欧洲等全球各地！

万里挑一

好看的皮囊千遍一律，有趣的文化万里挑一！

我们有

阳光、正道、纯粹的家人文化，感受家的关怀！

简单、真实、直接的工作氛围，工作力 UP！UP！

有激情的核心高管和有情怀的创始人，向日葵般生长！

我们招聘的职位



职位类别 需求岗位 需求专业 招聘人数 学历 工作地点

仪器研发

需求工程师 医学检验、生物医学工程等 3

本科、硕士、

博士

广州

深圳

光学工程师 光信息工程/光学工程/物理学等 1

液路工程师 能源与动力工程类相关专业 3

整机测试工程师 理工类专业 3

软件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及软件相关专业 4

设计转化工程师 理工类相关专业 4

机械工程师 机械类相关专业 6

硬件工程师 电气及电子类相关专业 5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类相关工作 3

软件开发工程师 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类相关工作 7

临床工程师 医学检验、临床医学 1

系统工程师 理工类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优先 4

硕士、博士

算法工程师

生物医学工程、电子工程、应用数学、物理、计

算机、图像处理、模式识别、通信工程等相关专

业

2

大数据后台软件工程师
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软件、数学、通信等相

关专业
1 硕士

试剂/原料

研发

试剂/原料研发工程师
医学检验、临床医学、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生

物工程、生物化学、化学、生物信息学、细胞生

物学、发酵工程、预防兽医学、免疫学、生物医

药等相关专业

42 硕士、博士
上海

重庆

试剂/原料研发助理工程师 16 本科

供应链管

理

生产管理培训生
机械、自动化、焊接技术与工程、工业工程、生

物工程、制药工程、医学等专业
12

本科、硕士 重庆工艺工程师
电子、自动化、计算机、测控、分子生物学、生

物化学、医学检验专业、生物等相关专业
12

质量工程师
医学、生物学、药学、医学检验、分析化学、药

物分析、电子、机械等专业
6

国际营销

国际销售
生物学、药学、医学检验、医学英语、英语、西

班牙语等相关专业
6

本科、硕士
重庆

深圳
国际售后工程师 电子、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 3

国内营销

销售管理培训生 专业不限，医学检验及相关医学类专业优先 120

本科、硕士
重庆及全

国各省市

产品/市场/品牌专员
医学检验、分子生物学或其他生物学相关专业；

市场营销、广告、新闻等相关专业
25

售后工程师
医学检验、医学、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

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0

投标专员 专业不限，工商管理及相关专业优先 1



销售助理 专业不限，统计学、计算机相关专业优先 1

职能管理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应用心理学 5

本科、硕士

重庆

注册专员
英语、临床检验、机电、机械等、医学检验、生

物工程相关专业
1

专利专员 机械、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1

财务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4 本科、硕士

行政/后勤专员 文秘、文学语言、行政管理、工商管理 2

本科应用系统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1

基础架构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1

我们的薪酬

职位类别 职位 奖金 本科 硕士 博士

国际营销
国际营销  6000-8000 7000-9000 —

国际售后工程师  6000-8000 7000-9000 —

国内营销

销售管理培训生  6000 6000 —

市场、产品、品牌专员  6000-9000 7000-10000 —

学术应用、工程技术工程师  6000-9000 7000-10000 —

原料、试剂

研发

原料、试剂研发助理工程师  6500-9000 — —

原料、试剂研发工程师  — 9500-12500

面议

仪器研发

机械、硬件、光学、液路、软件、嵌入式、

需求、临床、系统、算法、大数据工程师
 8000-10500 13500-19000

软件测试、工艺、整机测试工程师  7000-9000 8500-11500 —

供应链管理
仓储物流、ERP 帐务、质量工程师、生产管

培生、采购、工艺工程师
6000-9000 7000-10000 —

职能管理
人力、会计、行政、审计、注册、网络运维、

专利、国际资金管理专员
6000-9000 7000-10000 —

备注：

1.一线城市（上、广、深）另享受城市津贴 1200 元/月；

2.海外出差享受出差补贴 30 美金/天；

3.以上薪酬标准为首年月度固定工资标准，不包含项目奖金、项目提成、销售提成、补贴及其他福利。

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莹

联系电话：17729696067（微信同号）

网申地址：https://zybio.gllue.com/portal/

更多信息请关注“中元生物”公众号

https://zybio.gllue.com/por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