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兴材料 2018 年校园招聘 

一、公司简介 

长兴材料于 1964 年成立于台湾高雄市。1994 年在台湾上市（股票代码 1717），是

一家着重于技术研发及客户服务的国际性企业，主要从事合成高分子、电子化学材料、

特殊化学品等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及服务﹐销售据点遍及亚、欧、美洲，产品销往

61个国家和地区。 

世界级化学电子材料供应商 

全球干膜光阻产品领导供货商之一 

全球三大光固化原材料供应商之一 

亚洲合成树脂领导供应商之一 

伴随公司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及产品多元化发展，公司自 1995 年起陆续在中国大陆、

美国、泰国、日本等地设立海内外研发中心与生产基地共 25家。至今，公司在中国大

陆的 17家子公司已遍布上海、昆山、苏州、常熟、广州、珠海、营口、天津、成都等

多个城市。 

    公司福利包含但不限于：全方位职业发展、优秀员工境外培训；具竞争力的薪资、

年度调薪、十三薪及年绩效奖金；法定五险一金、商业门诊医疗险、餐厅/宿舍/班车、

公司旅游、节日礼金、结婚/生育礼金、久任员工奖励、年度健康体检、带薪年休假、

做五休二；舒适优美的工作环境，安全、健康、环保的工作场所。 

长兴材料官方网站：http://www.eternal-group.com 

 

二、招聘职位 

說明：招聘职位所在城市介绍： 

① 天津：直轄市，是六座超大城市之一。是中國北方最大沿海開放城市。 

② 上海：上海市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 

功能类别 职位名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人数 

制造类 

（10 人） 

制程工程师 化学、化工、高分子材料 本科/硕士 
天津/上海/昆山/

常熟 
7 

公用工程师 化工、高分子材料 本科/硕士 常熟 2 

制程技术工程师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类 本科 苏州 1 

技术类 

（21 人） 
研究员 

化学、高分子材料、有机

合成 
本科/硕士/博士 

天津/上海/昆山/

常熟/苏州 
21 

品质类 

（1人） 
品保管理师 化工 本科/硕士 苏州 1 

职能类 

（3人） 
环保工程师 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本科 昆山/苏州 3 

销售类 

（4人） 
营业专员 化学相关 本科 昆山/广州 4 

合计 39 



③ 昆山：昆山自秦代置娄县至今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昆山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④ 常熟：常熟属苏州市代管县级市，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强县级市之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① 苏州：苏州是中国首批 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 

① 广州：广东省省会，对外贸易发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 

 
三、简历投递方式 

请将 word 版电子简历作为附件发送至对应公司联系人邮箱（投递邮箱详见本文附件：

长兴材料 2018 年校园招聘职位）； 

邮件主题格式及简历文件名为：应聘“xx职位”-学校-专业-姓名 

（例如：应聘研究员-xx 大学-化学系-张三）。 

 

附件表格：长兴材料 2018 年校园招聘职位 

子公司 
工作

地点 
职位名称 

人

数 
职位要求 工作内容描述 

长兴化学工业（中国）

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青阳北路

566 号 

联系人：何小姐 

简 历 投 递 邮 箱 ：

ting_he@eternal-grou

p.com 

昆山

/ 

常熟 

研究员（涂

料类） 
10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有化学分析相关实验经验

者优先。  

1.化学分析与仪器操作；                                     

2.分析技术之改善；                                            

3.实验设备维护与管理；                                    

4.协助产品异常及客诉问题之分

析； 

5.新制程及新原料之分析方法开

发与数据建立。 

昆山 
制程工程

师 
2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有化学分析相关实验经验

者优先。  

1.参与现场安全作业标准的修订； 

2.新产品制程试制及其他产品监

制； 

3.每日制程巡查及制程资料审查； 

4.现场异常处理、原因调查及预防

措施订定；客诉单共同处理及预防

措施订定； 

5.参与确定久成品处理方案及现

场处理计划； 

6.制程有关资料整合及质量追踪

统计分析；员工培训； 

7.现场工艺设备、控制模式的改进

和完善；在建工程的参与； 

8.主管交代的其他事项。 



 昆山 
环保工程

师 
2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等相

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有化学分析相关实验经验

者优先。  

1.推动无事故、无污染、无灾害工

作的实施； 

2.协助全厂环保、安全各项制度与

规定的执行； 

3.安全卫生环保消防之稽核管理与

改善追踪； 

4.协助推动 ISO14000&OHSAS18000

之文件整合及推动，相关程序书的

修订执行； 

5.协助 ISO14000&OHSAS18000 项目

改善计划的执行； 

6.协助建厰环评相关工作的推动； 

7.协助三废处理及废弃物委外处理

工作的执行； 

8.负责政府部门环保公务的联络工

作； 

9.周边居民投诉问题的沟通协调； 

10.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长兴化学（天津）有限公

司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

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源路

652 号 

联系人：王小姐 

简历投递邮箱：

jing_wang@eternal-gro

up.com 

天津 

研究员 

（油性涂

料） 

1 

1.硕士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高分子材

料、有机合成专业优先）；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 

5.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及

沟通能力，注重团队合作。                            

1.油性涂料产品研发及技术服务；                            

2.配合制造方面进行制程改善、质

量监控提升、不良品/久存品处理；                                  

3.人员之技术教育训练及协助公司

有关产品教育训练教材编写与师资

提供；                     

4.产品量产及定期之制程监制； 

5.机动性支持各技术单位； 

6.各项产品异常管理； 

7.技术数据收集及应用； 

8.定期呈报研究进度之差异分析报

告； 

9.实验仪器设备日常维护、保养。 

天津 
制程工程

师 
2 

1.本科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专业知识扎实，熟悉化工

工艺流程； 

4.具备较强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5.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富有

上进心。 

1.PLC 系统软件之撰写与改善； 

2.每日生产流程及操作记录核对； 

3.化工制程之设计与修改； 

4.新产品试制之安排监制； 

5.不合格品之原因追查与矫正； 

6.改善或新建工程设计监工； 

7.制程异常紧急处理及排除； 

8.收率异常原因追踪及改善。 



长兴特殊材料（珠海）

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

栏港经济区石化九路

307 号 

联系人：何小姐 

简 历 投 递 邮 箱 ：

cuiyun_he@eternal-gr

oup.com 

昆山

/ 

广州 

营业专员 4 

1.本科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较强的沟通能力，善于交

际。 

1.完成年度公司分配之营业计划； 

2.应收帐款回收； 

3.建立客户数据档案及市场调研； 

4.公司产品推广,提高市场占有率； 

5.掌握长兴产品特性及使用； 

6.提供完善客户服务, 树立公司形

象。 

长兴特殊材料（苏州）

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常

熟沿江经济开发区兴港

路 15号 2幢                              

联系人：王小姐                                            

简历投递邮箱：     

cherry_wang@eternal-

group.com 

常熟 

研究员 

（UV涂

料） 

2 

1.硕士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有机合成经验，涂料配方

研发经验者优先。 

1.化学分析与仪器操作；                                                                          

2.UV 涂料研发；                                                                              

3.单体、低聚物性能评估；                                                                          

4.产品异常及客诉问题之分析； 

5.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常熟 
制程工程

师 
2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

材料专业优先； 

3.良好的沟通、协调、抗压

能力； 

4.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及协

作能力。    

1.制程改善与新产品试制； 

2.产品生产进度管控；   

3.工程评估、审核、发包等有关事

项；  

4.协助主管部门内日常管理；  

5.上级交办之其他事项。  

常熟 
公用工程

师 
2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

材料专业优先； 

3.良好的沟通、协调、抗压

能力； 

4.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及协

作能力。  

1.公司公辅设备、空压机、冷冻机、

冷却水塔、蒸汽站、软水纯水设备

管理； 

2.主要负责公司污水站、废液焚烧

炉、三效蒸发的管理； 

3.针对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改善等给

予解决方案。 

长兴（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地址：苏州高新区嵩山

路 111 号（长兴光学材

料（苏州）有限公司内） 

联系人：曹小姐  

简历投递邮箱：

jing_cao@eternal-gro

up.com 

苏州 

研究员 

（有机合

成方向） 

3 

1.硕士学历； 

2.有机、高分子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1.有机硅或其它聚合物合成；                                                                          

2.相关文献、专利的查找与阅读；                                                                              

3.实验室的安全维护。                                                                          

苏州 

研究员 

（新产品

开发） 

4 

1.博士学历； 

2.有机、高分子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1.新产品或新技术调研； 

2.新产品或新技术开发；                                                                 

3.相关文献、专利的查找与阅读；                                                                              

4.实验室的安全维护。 



 

长兴电子（苏州）有限

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

墅关镇华桥路 3号 

联系人：师小姐 

简历投递邮箱：

mingzhu_shi@eternal-

group.com 

苏州 
环保工程

师 
1 

1.本科学历； 

2.环境工程及安全工程类相

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1.负责职业健康体检及作业环境监

测事项； 

2.组织各类隐患排查及安全检查，

并追踪改善； 

3.熟悉环境、安全、职业卫生相关

法律法规； 

4.负责承揽商管理及施工的安全审

批监督； 

5.负责安全、健康、环保的培训； 

6.负责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

品管理； 

7.消防系统监督管理。 

苏州 
制技工程

师 
1 

1.本科学历；  

2.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类相关

专业； 

3.具良好沟通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佳；责任心强、吃苦

耐劳； 

4.PPT 能力佳。 

1.制程改善与研发项目； 

2.生产制程标准化建立； 

3.产能提升、制程优化、原物料管

理； 

4.新原物料及新配方导入评估测试

(PPAP)； 

5.产品量产移交程序建立； 

6.生产异常及客诉案件调查、分析、

追踪处理； 

7.设备自动程控(PLC)维护修改； 

8.参数自动化系统(DCS)维护管理； 

9.专属设备维护校正管理。 

苏州 
品保管理

师 
1 

1.本科以上学历,化工专业

优先； 

2.熟练使用 offce 办公软

件； 

3.英语熟练；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责

任心强； 

5.处理客户端&生产异常时，

能配合加班。 

1.认证公司稽核人员之应答和改善

追踪； 

2.客户质量系统资料填写和对内传

达客户需求； 

3.客诉案件及内部异常案件调查、

分析、协调处理； 

4.《预防及矫正单》的维护和追踪

结案；厂区《供应商异常通知单》

的维护和改善确认； 

5.内外部稽核的之应答和改善追

踪；查核与追踪各单位之作业是否

符合作业标准及制程稽核； 

6.ISO 文件管制及发行作业；质量

系统的维护﹑改善与更新； 

7.供应商评估与稽核； 

8.KPI 报表整理。 



创兴精细化学（上海）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

区林贤路 1269号 ， 

联系人：马小姐   

简历投递邮箱： 

yonica_ma@eternal-gr

oup.com                 

上海 

研究员 

(涂料开

发) 

1 

1.硕士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有涂料开发相关实验经验

者优先。 

1.根据客户要求开发对应的 UV涂

料；                       

2.水性 UV涂料开发产品；                                      

3.原有产品的维护；                                                

4.协助营业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5.实验设备维护与管理 ，实验记录

撰写。                                                     

上海 
制程工程

师 
1 

1.本科学历； 

2.化学相关专业；                       

3.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丰

富的实验技能；                                  

4.有化学分析相关实验经验

者优先。  

1.生产制程优化及质量稳定； 

2.跟踪生产，查核生产工艺执行状

况，确保工艺稳定； 

3.督导核对生产仓储发原料品名及

数量与工单一致； 

4.生产流程(含新产品)工作查核、

质量追踪； 

5.生产异常处理； 

6.配方档案之建立与维护管理。 

合计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