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届 校园招聘 

一、 公司简介 

欧菲光成立于 2002 年，2010 年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002456。公司主营业务包括

微摄像头模组、指纹识别模组等微电子业务、触摸屏与触控显示全贴合模组和智能汽车电

子产品与服务，广泛应用于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汽车和可穿戴电子产品等为代表

的消费电子和智能汽车领域。 

十余年来，公司在光学光电领域快速成长，凭借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先进的研发能力、创

新的管理模式，通过整合垂直一体化产业链高速发展，成为全价值链中最值得客户信赖的

伙伴。目前，欧菲光已走在行业前端，摄像头模组、指纹识别模组和触显模组出货量连续

多年位居全球第一。2019 年营收达到 519.74 亿元，同比增长 20.75%，保持稳健增长。 

2020 年上半年营收达 234.65 亿元，净利润为 5.02 亿元，保持稳健增长。 

欧菲光根植中国布局全球，每年将超过营收 5%的资金投入研发，拥有行业顶尖的研发人

员近 5000 人，建立起了全球化、跨领域的研发团队，分支网络遍布中国、美国、日本、

韩国、芬兰、以色列等国家。 

目前建设有南昌、深圳、苏州、天津、广州五大生产基地，在美国圣何塞、日本东京/熊

本、中国台湾等地分别设立了研究中心，在南昌成立中央研究所，通过研发创新为发展赋

能。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在全球申请专利 6596 件，已获得授权专利 3572 件同时，公

司不断进行产业垂直整合，向产业上游延伸，聚焦技术壁垒更高的领域，持续保持行业领

先优势。 



二、 岗位需求 

岗位大类 岗位 需求专业大类 学历 工作地点 

研发类 光学工程师 光学类 
本科/硕士/博

士 

南昌/苏州/

天津 

研发类 材料工程师 材料类/化工类 
本科/硕士/博

士 
南昌 

研发类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类/电子类/光学类 本科/硕士 
南昌/南京/

苏州/上海 

研发类 电子工程师 电子类/计算机类/光学类 
本科/硕士/博

士 

南昌/鹰潭/

苏州/上海 

研发类 仿真工程师 机械类 硕士/博士 南昌 

研发类 结构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硕士/博

士 

南昌/天津/

鹰潭/苏州 

研发类 可靠性工程师 机械类 硕士 南昌 

研发类 模型工程师 计算机类 硕士 南京 

研发类 
嵌入式助理工

程师 
电子类 本科 上海 

研发类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类 本科/硕士 
南昌/南京/

苏州 

研发类 试验工程师 电子类/材料类 本科 苏州 

研发类 算法工程师 计算机类/电子类/电气类 本科/硕士 南昌/苏州 

研发类 系统工程师 光学类/计算机类/电子类 本科/硕士 南昌/苏州 

研发类 
项目管理工程

师 
电子类/光学类/管理类 本科/硕士 

南昌/天津/

鹰潭 

研发类 自动化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硕士 南昌 

研发类 制程工程师 材料类/机械类 硕士 南昌 

超精密加工类 模具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南昌 

超精密加工类 试模工程师 材料类 本科 南昌 

超精密加工类 超精车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南昌 

新产品导入类 NPI 工程师 机械类/电子类 本科/硕士 南昌 

新产品导入类 测试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广州 

新产品导入类 电气工程师 电气类 本科 广州 

新产品导入类 电子工程师 电子类 本科 南昌 

新产品导入类 光学工程师 光学类 本科 南昌 

新产品导入类 机械工程师 光学类 本科 广州 

新产品导入类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类 本科 南昌 

新产品导入类 制程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广州 

工程类 CGS 工程师 机械类/电子类/材料类 硕士 南昌 

工程类 工艺工程师 机械类/电子类/光学类 本科 南昌/天津 

工程类 Sensor 工程师 机械类/化工类 本科 南昌 

工程类 镀膜工程师 机械类/光学类 本科/硕士 南昌 

工程类 工艺开发助理 电子类 本科 苏州 



工程师 

工程类 涂布工程师 化工类 本科/硕士 南昌 

工程类 
制程助理工程

师 
化工类 本科 南昌 

工程类 
制技助理工程

师 
化工类/计算机类 本科 南昌/广州 

品保类 
PQE 助理工程

师 
电子类 本科 苏州 

品保类 
QA 助理工程

师 
环境工程类/语言类 本科 南昌/广州 

品保类 QE 工程师 
语言类/经济类/管理类/机械类/材料

类/光学类/化工类/电子类 
本科/硕士 南昌 

品保类 RA 工程师 材料类 本科 南昌 

品保类 SQE 工程师 材料类 硕士 南昌 

品保类 客服工程师 语言类 硕士 南昌 

品保类 
前期质量助理

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苏州 

品保类 
实验室助理工

程师 
语言类/机械类 本科 南昌 

品保类 体系工程师 化工类/语言类 本科/硕士 南昌 

设备类 ME 工程师 机械类/计算机类 本科/硕士 南昌/天津 

设备类 设备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南昌/广州 

市场销售类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类 本科  南昌/深圳 

市场销售类 销售专员 管理类 本科 鹰潭 

运营类 IE 工程师 机械类 本科 南昌/苏州 

运营类 PMC 专员 管理类 本科 南昌 

运营类 关务专员 管理类 本科 南昌 

运营类 生管专员 管理类/供应链类 本科 南昌/鹰潭 

运营类 调达专员 管理类/经济类 本科 南昌/鹰潭 

运营类 物流专员 供应链类 本科 南昌 

运营类 业务专员 管理类/语言类 本科 南昌/苏州 

运营类 运营专员 机械类 本科 上海 

运营类 绩效专员 管理类 本科 南昌/苏州 

职能类 EHS 工程师 安全环保类 本科/硕士 南昌/苏州 

职能类 IT 工程师 计算机类/经济类 本科 南昌/鹰潭 

职能类 法务专员 法学类 硕士 南昌 

职能类 风控专员 经济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合规专员 管理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审计专员 经济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证券专员 经济类 硕士 南昌 

职能类 行政专员 管理类/语言类/计算机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会计专员 经济类 本科 
南昌/上海/

广州/深圳 



职能类 机电工程师 电气类/化工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经管专员 经济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融资专员 经济类类 本科 南昌/深圳 

职能类 资金专员 经济类 本科 南昌 

职能类 人资专员 管理类/语言类/计算机类 本科/硕士 南昌 

职能类 专利工程师 统计类/光学类/计算机类/电子类 本科/硕士 南昌 

 

三、 福利待遇 

五险一金：公司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入职福利：入职即可免费领取价值 666 元大礼包、免费接站、带薪集训等。 

福利奖金：享有项目奖金、月度绩效奖金，年度业绩奖金及改善提案奖等。 

就餐补助：公司提供餐费补贴，食堂环境干净卫生，菜色齐全，南北风味均有供应。 

免费住宿：公司提供免费住宿（1-2 人间），具体视学历/园区而定；配备独立浴室、热水器、空调、

衣柜、洗衣机、免费 wifi 等，拎包即可入住。 

文康设施：配有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台球厅、乒乓球厅、室内休闲阅览室、瑜伽室、室内

健身房等。 

其他福利：每日下午茶、各种节日礼品、年度体检、免费班车、团建活动、有薪假等福利应有尽

有。 

四、招聘要求 

1、学历要求：2021 届国家统招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 

2、素质要求：性格活泼、抗压能力强、适应力强； 

3、工具要求：理工类英语四级以上，文史类六级以上、熟练 Word/Excel/PPT 等。 

五、招聘流程 

空中宣讲线上申请综合测评专业测评HR 初试部门复试录用通知签约沟通

签约。 

网申链接：http://ofilm.zhaopin.com/ 

六、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5870031015（郭先生）      邮箱：Weilai.Guo@ofil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