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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2018年秋季招聘会企业名录 

 

1.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2. 安吉智能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3. 贝斯株式会社 

4.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5.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6. 花旗集团-花旗金融信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7.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上海）有限公司 

8.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9. 科磊半导体设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0.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2. 普华永道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3. 锐珂（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14. 触宝 

15. 上海缔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上海丰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 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8.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9.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上海海隆软件有限公司 

21.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 上海宽睿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3.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24. 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 

25.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26. 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27. 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8. 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9. 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30. 滔搏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31. 通联数据股份公司 

32. 途虎养车 

33. 携程旅行网 

34. 游族网络 

35.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以上名单以企业首字母为序。点击企业名称，可直接跳转至介绍页面。招聘岗位以各企业实际需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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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通信业 

 

公司简介： 

爱立信是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与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网络设备承载着全球近 40%的移动业

务，为超过 25 亿用户提供服务。爱立信拥有业内最强大的专业组合，包括 45,000 项获批专利。 

1876 年成立的爱立信，总部设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全球拥有 95,000 多名员工。目前爱

立信正与整个生态系统密切合作，共同推进移动通信领域演进的下一个里程碑——5G 的全球标

准化。 

2017 年，爱立信还特别赢得了由 “HR Asia” 颁发的 “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中国区” 

奖项。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

国际广场 

2 软件测试工程师 若干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

国际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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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吉智能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安吉智能是安吉物流旗下专注智能物流板块的新型技术企业，以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为

核心，致力于成为物联网时代，智能技术与解决方案的首选平台。公司以向汽车制造、机械加工、

电子电商、烟草医药、日化服装等各个领域的客户提供高效益、高适配、低成本、低风险的一体

化智能物流解决方案为目标，旨在实现整个供应链过程的数字智能化，为客户创造效益可期的未

来。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研发工程师 5 上海市江浦路 1000 号 3 楼 

2 算法工程师 5 上海市江浦路 1000 号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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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贝斯株式会社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我们是由在日华人创办的软件开发企业-贝斯株式会社（BASE CO., LTD）。创立 20 年来业

绩持续增长，现在已经拥有在日团队员工超过 500 人，中国分社约 110 名员工。公司汇聚优秀

的国际 IT 精英，除了华人员工之外，日本及其他国家员工占半数以上。 

公司业务主要面向金融、流通、SAP 领域开发，拥有日本富士通集团、金融大手瑞穗集团、

野村综研、NTTDATA、埃森哲等客户，是富士通集团、野村综研的核心合作伙伴之一。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赴日软件工程师 20 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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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贸易 

 

公司简介：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由具有 150 年历史的上海纺织集团和具有近 70 年外贸历史的原

东方国际集团联合重组而成，是一家拥有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以时尚产业、健康产业和供

应链服务为核心主业，以科技实业、产业地产、金融投资为支撑的大型跨国集团。集团拥有总资

产 654.1 亿元、员工 7.2 万人（海外员工占 50%），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961.1 亿元。集团在

海外拥有 96 家业务机构，分布在五大洲 28 个国家和地区。所属企业 363 家，上市公司 4 家

（东方创业，申达股份、龙头股份、香港联泰控股）。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ERP 实施顾问 若干 公司本部 

2 主数据管理实施顾问 2 公司本部 

3 EBS 开发工程师 1 公司本部 

4 系统管理员 1 公司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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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金融 

 

公司简介：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是国泰君安证券全资子公司，连续两年手续费收入行业第一，连续四

年净利润排名行业前三，行业协会评级 AA 级期货公司，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一号会员，多次荣

获证券时报&期货日报“中国最佳期货公司”。 

我们的优势是品牌佳：国泰君安。中国资本市场全方位的领导者！中国证券行业科技和创新

的引领者；待遇优：有市场竞争力的一揽子优厚薪酬待遇！在行业内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人才保留

率；资源强：国泰君安品牌综合金融服务商的强大竞争优势！全方位丰富的资源协同与整合！ 

加入我们你将获得大平台：国泰君安上市金融企业大平台；快成长：国际化、全方位的成长

晋升空间；全培训：全面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工会福：丰富多样的工会活动及关怀；优文化：

独特的“国泰君安共识”文化体验；高福利：企业年金、住房补贴、高额意外保险、完善的医疗

保障、高规格年度体检等。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系统开发岗 5 上海 

2 系统运维岗 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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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花旗集团-花旗金融信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金融/银行/软件研发 

 

公司简介： 

花旗集团作为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在全球为 160 多个国家内的个人、企业、相关职能部

门和机构提供一系列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2002 年，花旗金融信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即花旗集团中国技术运营中心在上海注册成立。主要为花旗集团全球地区的投资银行和消费银

行提供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以及金融后台数据处理服务。 

    花旗消费者银行业务研发中心主要业务包括银行存贷款产品，支付转账，信用卡和财富管理。

我们秉承技术可以让金融变得更高效，更包容，更普惠的理念，将最合适的技术应用到产品的研

发中，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从而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花旗消费者银行业务研发中心 

软件开发工程师（Software 

Developer） 

15 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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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 

 

公司简介：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是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业务为汽车车身结构件及外覆盖件。 

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下属 2 家全资生产基地（总部制造基地、油嘴油泵分公司），

4 家全资企业（沈阳捷众、山东捷众、武汉捷众、车身配件），3 家投资控股企业（上海捷众、上

海安莱德、上海众大）以及 3 家投资参股外资企业（上海天纳克、上海爱知、上海爱德夏），现

已成为国内一流的车身件总成配套供应商，并逐步发展成为车身骨架、地板轻量化及连接技术的

行业领军企业。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应用工程师 5 上海 

2 数据工程师 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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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公司简介：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管理，与阿尔

斯通共同出资成立的一家专注于轨道交通的控制系统集成商。自成立三十多年来，卡斯柯以每年

不低于 10%的年销售额投入，在轨道交通控制系统领域持续创新，独创的“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卡斯柯模式，确保了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总能及时转化为最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实

施落地，同时促进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迄今已拥有百余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当的系统技术和产品，覆盖国家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有轨电车等各个领域，

并为伊朗、香港、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等海外国家和地区提供先进

的信号控制系统。我们所交付的系统和产品以其技术的先进性、功能的适用性和质量的可靠性深

受用户好评。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北京、成都 

2 硬件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 

3 测试工程师 若干 上海、北京、成都 

4 安全工程师 若干 上海、北京 

5 信号工程师 若干 上海、北京、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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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磊半导体设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半导体设备 

 

公司简介： 

KLA-Tencor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检测设备供应商，为半导体制造及相关行业提供产能

管理和制程控制解决方案，协助半导体生产厂商提高成品率。公司成立于 1976 年，总部位于美

国硅谷，在全球 17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全球雇员人数约 6000 人。2016 年营业收入

为 30 亿美元，列全球半导体设备厂商第五位。公司主要客户包括: Intel, TSMC, SMIC 等, 销售

及服务网络遍及美洲、欧洲及亚洲。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州硅谷，被评为硅谷最佳雇主第六名。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开发工程师 10 上海 

2 软件测试工程师 3 上海 

3 算法工程师 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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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联储证券（www.lczq.com）是一家以“创造价值”为使命的综合性全牌照券商，致力于成

为财富管理行业的改变者和推动者，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本 25.731 亿元。自 2015 年起联

储证券经纪业务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营业网点布局日趋合理。目前全国已获批 57 家证券营业部

和 18 家分公司，覆盖 27 个省市自治区。 

联储证券战略布局金融科技，下设信息技术部与金融科技部两大一级部门，并在科技技术领

域有诸多动作，如上线官方 APP 储宝宝、布局人工智能理财投顾业务、建立私有云平台和大数

据处理系统以及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等。联储证券未来旨在成为一个拥有金融牌照

的科技公司。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信息技术部-管培生 3 上海 

2 信息技术部-运维工程师 2 深圳 

3 金融科技部-助理项目经理 4 上海、北京 

4 金融科技部-算法工程师 2 北京 

   5 金融科技部-测试工程师 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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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金融/IT 

 

公司简介： 

平安科技是平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致力于运用人工智能、智能认知、云计算、区块链等

前沿科技，为人们打造全新云生活。对内，平安科技是平安集团的高科技内核和科技企业孵化

器，负责开发并运营集团的关键平台和服务。对外，平安科技以智慧科技为手段、以智造未来

为蓝图，聚焦于医疗、金融、智慧城市三大领域，将国际权威认证的技术能力应用到实际业务

场景中，打造生态闭环，积极践行科技改变生活的企业理念。 

   超过4000 名专业 IT 技术人员和管理专家组成的高级研发团队，为平台的运营稳定和可靠，

提供了专家级的技术保障。目前所建立的云生态圈已经承载过 4 亿的互联网用户，并拓展至海

外市场，包括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算法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北京 

2 后台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3 前端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4 运维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5 测试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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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普华永道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咨询 

 

公司简介： 

普华永道被 Brand Finance 评为最强 B2B 品牌及全球最强大的十个品牌之一。普华永道信

息技术隶属普华永道美国，是普华永道永道全球交付模式的中坚力量。我们致力于提升普华永道

的卓越全球交付能力，主要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高效和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及企业集成

解决方案。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助理软件工程师 20 上海 

2 助理测试工程师 1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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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锐珂（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医疗器械 

 

公司简介： 

Carestream Health（锐珂医疗）,成立于 2007 年，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ONEX 公司收

购伊士曼柯达公司医疗集团后组成的，锐珂医疗自其一成立就立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医疗

成像和信息技术(IT)公司。公司拥有 8,100 多名员工，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数万名客户提供优

质的医疗产品。公司拥有 1,000 多项专利，产品在全球 90%的医疗机构中运转。在医疗信息管

理解决方案、数字获取解决方案、数字输出解决方案以及各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在内的

多个领域中，锐珂医疗凭借丰富的整合方案以及专业全面的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医疗数字成像市

场的领导者。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测试工程师 4 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 

2 软件开发工程师 6 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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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触宝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触宝于 2008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目前拥有硅谷、北京、深圳、广州、台北等多处办公室。

所有产品全球日活跃用户超过 1.8 亿，用户覆盖全球超过 240 个国家及地区。触宝以触宝输入

法为核心，全面布局全球产品生态，拥有社交、娱乐、健康、健身、游戏、短视频等 15 款垂直

型内容应用。 

同时，触宝在硅谷拥有自己的大数据研发中心和人工智能科学家团队，触宝的学术论文多次

成为各类国际顶尖数据领域或交叉领域的讨论对象，如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的领域顶级会议 

AAAI 、国际顶级数据挖掘学术会 KDD、 CIKM 等。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机器学习工程师 若干 上海/北京 

2 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 若干 上海 

3 服务器后端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 

4 大数据工程师 若干 上海 

5 Android 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广州 

6 iOS 开发工程师 若干 上海 

7 测试工程师 若干 上海/广州 

8 产品经理 若干 上海/广州 

9 运营经理 若干 上海/广州 

10 数据分析师 若干 上海 

11 UI/UX 设计师 若干 上海/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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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海缔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网络科技领域 

 

公司简介： 

上海缔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位于提供云计算领域的 PAAS（Platform-as-a-Service）层

服务，专注于解决企业网络联接需求，致力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应用优

化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十年磨一剑，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自主创新的云网关产

品序列完整，是业界领先的 SDN 云网络服务提供商。 

公司核心服务为云联接（CloudConnect）运营服务，包括混合云、移动云等多种细分服务

形态。云联接服务是一种创新的互联网服务模式，突破了原来企业组网方式单一的商业模式，给

广大用户提供了一种可以基于互联网，实现高速、稳定的企业组网联接的方案。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C/C++开发 5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2 iOS 开发 5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3 Java 开发 3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4 产品经理 3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5 网络工程师 3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6 管理培训生 5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7 测试专员 2 长宁区 SOHO 天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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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海丰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计算机系统集成 

 

公司简介： 

上海丰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可信嵌入式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孵化企业，注册资金

2000 万，是一家专业从事计算机系统集成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物联网与物联网通信技术研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的科技型公司。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保障程序可靠性、安全性相关技术与成果进行产学研转化，形成多款安全

可靠的程序分析、测试与验证工具；为客户提供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多年来与国内多个高

校、科研院所有着深入合作，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等，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技术供应商。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JAVA 软件工程师（Eclipse 插件方向） 5 上海市普陀区 

2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 上海市普陀区 

3 PLC 应用开发工程师 5 上海市普陀区 

4 虚拟化开发工程师 2 上海市普陀区 

5 C/C++应用开发工程师 5 上海市普陀区 

6 设备工程师（电气类） 3 南京 

7 设备工程师（机械类） 3 南京 

8 Automation Engineer 2 南京 

9 项目管理 2 上海市普陀区 

10 销售代表 2 上海市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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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系于 2000 年 8 月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3232。公司是中国数字证书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导者，

是中国最早研制和推出公钥基础设施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平台的厂商，是国内首

批商用密码产品定点生产与销售单位，是国家保密局批准认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甲级资质单位，是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单位；公司是国家"863"计

划信息安全示范工程金融子项目的责任承担单位，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商用密码基础设施（ECC）

项目的牵头单位；公司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多次荣获国家密码科技进步奖和上海市科

技 进 步 奖 ； 公 司 注 册 资 金 6100 万 ， 员 工 近 300 人 。 更 多 信 息 请 浏 览 公 司 网 站 ：

http://www.koal.com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研发 10 上海 

2 软件测试 3 上海 

3 技术支持 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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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普陀区政府、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注册的国有控股企业，是上海市工业控

制系统安全创新功能型平台的载体，也是上海市首批建设的 18 个功能型平台之一。平台公司聚

焦工控系统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需要，协同既有存量技术平台，形成涵盖仿真验证、监测预警、

检测评估、培训咨询等服务功能的公共平台，聚合创新创业企业团队形成主题式产业园区，全面

提升本市工控安全领域核心能力。 

公司目前覆盖的业务面向轨交、发电、化工、汽车电子等重要行业，研发功能安全与信息安

全重点技术，建设工控安全仿真验证、知识库等基础设施，围绕国际标准构建一批共性支撑工具

与产品，并对接产业资本，整合上下游企业，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测试工程师 1 普陀区 

2 软件开发工程师 2 普陀区 

3 安全工程师 2 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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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 

 

公司简介：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 SIPAI），是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和生产过

程自控系统研究、开发、生产、应用和试验的国有科技型企业。SIPAI 目前拥有工业过程自动

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能源核电站仪表研发（实验）中心等 4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SIPAI

现有员工 400 多人、高级技术人员占 30%、享受政府特贴高级专家 30 余人。 

20 世纪以来，SIPAI 借助我国工业转型升级、两化深度融合的契机，结合历年累积的深厚技

术资源，科技创新，形成了系统集成、高端检测、科技服务、园区服务为主的四大业务板块，多

次获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特等奖及国家有关部委及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工程师 7 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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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海海隆软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上海海隆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 4 月，是国内著名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

软件企业。公司总部设于上海，注册资金 3 亿元，旗下于上海、南京、昆山、北京、东京等地设

有多家控股子公司，目前在职员工 1880 余名，95%以上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其中绝

大部分员工为本科以上学历，15%以上具有硕士以上学位，40%以上员工有过海外学习及工作经

历。公司历年来连续荣获“上海优秀软件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认定”、“上

海市软件明星企业”、“上海市软件出口明星企业”、“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等多项称号。

公司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通讯、交通、监控、电子商务、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

对日软件出口方面，已成长为中国重要的软件出口基地。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工程师 20 上海 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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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提供商，扶犁深耕 10 余年，

在人工智能、商业大数据、模式识别、深度学习与智能交互等领域拥有独特优势：300 多项全球

发明专利，近百个证件、文字识别模块。 

作为移动互联网商务应用开发的领先者，合合信息的业务遍布全球。目前已经和高通、日本

软银、NTT DOCOMO、美国 Verizon、Sprint、Orange、台湾中华电信、摩托罗拉、三星移

动、HTC、联想、中兴等全球顶级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旗下移动互联

网产品名片全能王（CamCard），用户超过 3.4 亿，是全球最多人使用的商务人脉 APP；扫描全

能王（CamScanner）被《时代周刊》评选为“iPhone 必备的 50 个手机应用之一”；大数据产

品启信宝，拥有 1.2 亿企业名录，近 400 亿条企业大数据，是目前最全量的中国企业动态信息

库。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Web 前端 4 上海 

   2 自然语言算法 2 上海 

   3 深度学习算法 2 上海 

 4 后台开发 5 上海 

   5 产品运营 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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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宽睿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金融软件  

 

公司简介： 

宽睿科技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是量化交易技术软件产品的开发商和服务商，具有丰富的

行业经验，专业资深的研发服务团队，以服务量化机构投资者为己任，专注于以交易服务为核心

的软件产品，旨在为量化机构投资者提供更低延时、更高效率、更优用户体验的整体技术产品解

决方案。 

宽睿科技在创立初期就获得了网易领投的百万级天使轮融资，在 2016 年完成了千万级的二

轮融资，2017 年底获得了数千万的三轮融资。宽睿科技现有团队成员 30 多人，创始人及其团

队技术核心人员大多来自于上交所等核心机构、证券期货公司等行业中介机构以及知名的金融

行业开发商。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开发工程师 4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2 Python 开发工程师 4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3 测试开发工程师 2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4 软件测试工程师 4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5 产品经理 2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6 产品实施工程师 4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7 数据分析 2 上海张江.浦东软件园 

8 C 开发工程师 5 沈阳浑南新区~国际软件园 

9 Java 开发工程师 5 沈阳浑南新区~国际软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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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互联网 

 

公司简介： 

蔚来是全球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由知名科技企业和企业家于 2014 年创立。蔚来致力

于通过提供高性能的智能电动汽车与极致用户体验，为用户创造愉悦的生活方式，成为全球范围

内第一家用户企业。蔚来目前已在上海、北京、圣何塞、慕尼黑以及伦敦等 14 地设立设计、研

发、生产与商务机构，汇聚了来自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0 多名人才。至 2018 年底，蔚

来将在中国 169 个城市拥有城市运营与服务保障团队。2015 年，蔚来车队获得国际汽联电动方

程式锦标赛历史上首个车手总冠军；2016 年，蔚来发布全球最快电动汽车 EP9，创造了纽博格

林北环等国际知名赛道最快圈速纪录以及最快无人驾驶时速世界纪录；2017 年，高性能智能电

动 7 座 SUV 蔚来 ES8 亮相上海车展并于 12 月正式上市。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NIO OS 产品经理 5 上海嘉定安亭 

2 NIO OS UX/UI 设计师 5 上海嘉定安亭 

3 智能前瞻系统用户研究 5 上海嘉定安亭 

4 Android 应用开发 5 上海嘉定安亭 

5 NIO OS 用户研究 5 上海嘉定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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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SIPAI）的全资子

公司，主要国有科技型企业，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声誉。SIPAI 创建于 1956 年 10 月，

原系机械工业部直属科研机构，1999 年改制为企业，2016 年改制为有限公司，现由上海市国

资委管理；目前拥有工业过程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能源核电站仪表研发（实验）中心

等 4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有上海市工业软件工程中心、上海市两化融合重点实验室等 3 个上海

市级研究中心；拥有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等 4 个全资子公司，现有员工

400 多人、高级技术人员占 30%、享受政府特贴高级专家 30 余人。公司拥有近 50 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水务、分布式供能、化工园区环境监控及智能工厂 MES 等行业应用的软件产品，均

具有双软认证。公司人才结构现有员工 53 人，拥有一支以机电工程项目实施团队及软件开发、

新技术研发团队组成的核心业务团队，其中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学历占 20%以上，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占 90%以上。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数据分析工程师 2 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2 软件工程师 12 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3 嵌入式系统开发主管 1 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4 手持端开发 2 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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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制造业 

 

公司简介：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新华集团”）是一家致力于自动化、信息

化、智能化的高新技术企业。上世纪 90 年代，先后研制并成功投运国产首套火电厂数据采

集系统（简称“DAS”）、大型汽轮机组数字式电液调节系统（简称“DEH”）、和大型火电机

组分散式数字控制系统（简称“DCS”），成为中国火电厂自动控制领域的领跑者。 

新华集团专业从事系统方案设计、软硬件开发、产品制造、系统集成、工程调试，提供

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服务，借助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DCS 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综

合监控系统、智能制造等多个管控平台，集成大小规模的设备和系统，提供节能减排等优化

方案，为用户创造更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华科技”）是新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也是其核心运营实体。新华科技将集聚新华集团的优质资源，继续秉承“ 质量第一、服务

第一 ”的宗旨，为新老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研发 5 上海 

2 硬件研发 5 上海 

3 硬件研发（PLC） 5 上海 

4 Java 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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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 年，专注于国际航运物流信息化领域，拥有十多年

的航运物流行业信息建设经验，致力于成为航运供应链管理专家，坚持卓越，追求变革。十多年

来，上海中远资讯和客户及合作伙伴共同见证了国内航运物流业的信息化发展过程，帮助国内航

运企业实现 IT 驱动型的业务变革。 

 上海中远资讯隶属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亦即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计算

机中心。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与管理创新能力，深厚的行业积淀，已经确立了国内航运物流管理

信息化领域的领先地位。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工程师 10 上海 

2 系统管理员 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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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人工智能/智能硬件 

 

公司简介： 

始于 2013 年， Gowild（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若干位连续创业者、全球 AI

专家及业界知名企业高管创办—牛人多！ 

Gowild 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并透过 AI 虚拟生命技术链接个人、家庭与社会，已成功打

造基于 Gowild AI Virtual life Engine （GAVE 技术）系列 AI 虚拟生命生态产品—技术强！ 

旗下产品有 holoera 及公子小白等，并将继续透过泛娱乐及 IP 化运作，让这个时代的人们即

可拥有来自未来的黑科技产品—产品潮！ 

Gowild 将继续在 AI 虚拟生命的道路上大胆前行，坚信经由 AI 虚拟生命技术及其产品，

人类的未来生活必将变得更加美好—愿景好！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2 知识图谱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3 机器学习工程师 若干 上海/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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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文简称：神州信息；英文简称：DCITS；股票代码：

000555.SZ]是中国信息服务产业的领导企业，30 年来一直以业务模式和技术产品创新引领和

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及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为金融、政企、电信、农业及制造等重点行业提

供技术服务、农业信息化、应用软件开发、金融专用设备及集成解决方案等专业的 IT 服务。神

州信息以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以产品化、平台化为重点，布局产业互联网，促进跨界

融合，构建产业服务新生态，以专业的服务和负责任的态度为用户提供整合的 IT 服务。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Java 开发工程师 若干 全国 

2 测试工程师 3 上海 

3 销售代表 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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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思科中国研发中心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市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成立。自成

立之后, 思科中国研发中心快速成长，已成为思科海外第二大战略研发中心，总体投资达到 1

亿美金。其间，思科在全球并购了数十家在独自的市场和技术领域内遥遥领先的成长型公司，

包括科学亚特兰大(Scientific Atlanta)，网迅 (WebEx)等，并首次在中国进行了并购 (DVN 机

顶盒业务)。2011 年 11 月，思科中国研发中心在杭州、苏州、合肥成立分公司，标志着作为

公司重点战略投资之一的网迅公司整合的顺利完成。2012 年 4 月，思科中国研发中心在北京

成立分公司，至此思科中国研发中心拓展到了 6 个城市(上海、杭州、苏州、合肥、北京和深

圳)。思科中国研发中心聚集了来自中国及全球著名大学和优秀企业的各类软、硬件工程师和管

理人员，在中国的研发力量超过了 3200 人。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开发工程师 20 上海，杭州，合肥 

2 软件测试工程师 10 上海，杭州，合肥 

3 用户体验工程师 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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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滔搏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批发/零售 

 

公司简介： 

滔搏体育是百丽国际集团旗下经营运动业务的的体育事业部，成立于 2002 年，凭借强大的

终端实力与管理积累，一直保持跨越式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运动品零售行业的领导者：零售

网络覆盖中国 10 大区域（沪浙、苏皖、华北、西北、鲁豫东北、华中、西南、华南一区、华南

二区、云贵）的 300 多个城市，拥有 8300 多家直营店铺（体育用品类），员工约 35000 多名。 

拥有多个国际运动及户外品牌的经销权：NIKE、ADIDAS、CONVERSE、VANS、

PUMA、REEBOK、Timberland、ASICS、OnitsukaTiger、THENORTHFACE、Columbia、

UGG、FOSS、SKECHERS、Herschel 等，是 ADIDAS 全球第 1 大客户，NIKE 全球第 2 大客

户。作为运动产品零售领域的专家，未来，滔搏将不断丰富经营品牌品类、拓展业务领域，致

力于成为全球最优秀的零售运营商，成为连接消费者与运动生态的超级平台！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JAVA 开发 4-5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928 号百丽国际广场 22 楼 

2 APP 开发 5-6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928 号百丽国际广场 22 楼 

3 技术开发 5-6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928 号百丽国际广场 22 楼 

4 系统维护 3-4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928 号百丽国际广场 2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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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联数据股份公司 

所属行业：金融科技 

 

公司简介： 

通联数据股份公司（DataYes）是由金融和高科技资深专家发起，万向集团投资成立的一家

金融信息和投资管理服务公司。 通联数据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包括大

数据分析、智能投资研究和资产管理云服务。总部位于中国上海金融区，在美国硅谷、中国北京、

南京、深圳设有分支机构。员工总数超过 400 人，技术开发人员占比达到 80%以上。 

作为国内最领先的智能金融投资服务机构，通联数据一直坚持集聚业内最优秀的人才，为员

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舒适的工作环境、系统的培训机会、丰富的团队活动。公司福利

包含五险一金、补充医疗保险、员工年度体检、家属年度体检、工作日午餐晚餐、交通补助、通

信补助、节假日津贴礼物、生日礼物、结婚生育礼金、团建活动经费等。 

公司荣誉：2017 年获得人工智能领域最佳 50 强雇主，2016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TOP100FinTech

金融科技，公司官网：www.datayes.com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算法工程师 5 上海虹口区塘沽路或北京海淀区中关村 soho 

2 软件开发工程师 5 上海虹口区塘沽路或北京海淀区中关村 soho 

 

 

 

http://www.datay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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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途虎养车 

所属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 

 

公司简介： 

途虎养车（上海阑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1 年成立于上海，是目前国内领先的汽车

养护服务平台。主营换轮胎，汽车美容，汽车用品，车险，查违章等业务，线上轻松预约，线

下快速安装，100%正品保障！目前公司正式员工超 3000 人，研发产品团队 400 人，E 轮融

资，估值百亿，正处于高速发展中，途虎养车期待您的到来。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Java 30 上海城开中心 

2 .net 20 上海城开中心 

3 前端 15 上海城开中心 

4 PHP、安卓、IOS、测试 15 上海城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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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携程旅行网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携程旅行网创立于 1999 年，总部设在中国上海，现有员工 30000 余人，在北京、广

州、深圳等国内 17 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及国外 16 个国家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并于 2003 年

12 月 9 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携程作为中国领先的综合性旅行服务公司，以互联网和传统旅游业相结合的运营模式, 

为近 3 亿会员提供包括酒店预订、机票预订、旅游度假、商旅管理及攻略社区在内的全方

位旅行服务。通过结合线上、线下与无线资源，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完善

服务价值链，并覆盖旅行前、旅行中和旅行后的所有环节，为用户提供预订、查询、分享

等一站式旅行服务。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前端开发 若干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 

2 大数据开发 若干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 

3 后台开发 若干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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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游族网络 

所属行业：网络游戏 

 

公司简介：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中国领先的互动娱乐供应商。2014 年 6 月，

游族网络正式登陆 A 股主板。公司立足智能化、全球化、精品化三大战略，大力发展全球化游

戏研发与发行，知名 IP 管理，大数据与智能化，泛娱乐产业投资四大业务，成功推出了《天使

纪元》、《少年三国志》、《狂暴之翼》、《女神联盟》系列等多款知名游戏产品，发行版图覆盖 230

个国家及地区，累计近 10 亿用户。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游戏研发工程师 20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 

2 软件开发工程师 10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 

3 AI 及大数据工程师 10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 

4 游戏策划培训生 10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 

5 游戏运营培训生 10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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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IT 

 

公司简介：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致力于为建立全球人民币暨相关产品

交易主平台和定价中心而提供技术开发、运维、信息服务。公司的发展目标是确保交易中心系

统研发和建设，争取成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民币交易系统解决方案、行业标准和

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供应商。 

根据公司发展目标，着眼于首先提高自身实力、提高核心自主开发率的发展策略，公司计划

持续加大投入、拓展业务领域，大力引进、培养银行间市场发展所必需的业务、技术核心人才，

为把上海建设成全球金融中心贡献一份力量。 

 

预计招聘岗位：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1 软件开发 20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 

2 技术研究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