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售主管（全职） 上海
PETWIFI W4G21
人事部电话：021-54150557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1、在销售总监领导下负责具体销售管理工作；2、根据公司
整体经营目标，参与制定销售计划，同时制定本组每月销售
计划，掌握销售进度；3、定期组织汇报销售情况，编制销
售报表，定期报送；4、主持周会和每日例会；5、根据销售
计划，参与制定和调整销售方案(策略)，并负责具体销售方
案实施；6、根据公司规定，定期对业务员进行考核；7、组
织销售培训，支持员工对新的工作方法或流程的实践；8、
负责对销售代表的日常管理；9、完成销售经理交办的临时
性任务。
[任职要求]：
1、熟练运用各种办公软件；2、有一定的管理经验；3、有
零售行业促销活动经验；4、宠物行业有经验优先。
[薪资]：
面议

销售主管（兼职） 全国
PETWIFI W4G21
人事部电话：021-54150557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的区域拓展、客户发展、区域运营的策划制定
及执行；2、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及时反馈客户信息，满
足客户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3、参与制定各类市场推广
方案并实施；4、完成月度、季度和年底区域销售预测，定
期汇报工作情况；5、建立完整的地区经销商网络，整合资
源实现公司销售总目标。
[任职要求]：
1、熟练运用各种办公软件；2、有一定的管理经验；3、有
零售行业促销活动经验；4、宠物行业有经验优先。
[薪资]：
面议

电商运营主管 上海
PETWIFI W4G21
人事部电话：021-54150557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1、制定并实施公司年-季-月销售目标和执行方案；2、控制
运营成本，提交销售利润；3、熟悉并掌握电商平台的运营
特性/交易规则；4、熟悉店铺运营，后台操作及各种营销推
广工具；5、协助文案对商品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任职要求]：
1、熟练运用各种办公软件；2、有一定的管理经验；3、有
零售行业促销活动经验；4、宠物行业有经验优先。
[薪资]：
面议

技术主管 上海
PETWIFI W4G21
人事部电话：021-54150557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1、负责系统整体架构的规划和设计，进行技术可行性验证
及技术选型，使技术竞争力在业界领先；2、负责现有系统
的维护优化，及系统升级；3、能够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
进行系统规划及框架设计；4、制定系统相关的技术接口和
规范。
[任职要求]：
1、计算机相关本科以上学历； 2、java基础功底扎实 ,五年
以上相关开发经验，二年以上带队经验，有服务化、分布式
架构设计实践经验；3、全栈的技术能力；4、有互联网产
品开发的经验；5、有产品、数据、运营思维；6、逻辑能
力强、思维活跃，敢于接受压力和挑战、责任心强，积极主
动，能够独立完成任务攻关；7、热爱技术，有良好的自学
能力和强烈的责任心。
[薪资]：
面议

市场营销经理 北京
北京精诚动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N3G51
人事部电话：何女士 010-61501380
人事部邮箱：1351406350@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的品牌建设和渠道建设，具体推广活动的创
意、策划和计划；2、负责公司品牌产品手册、包装设计、
线上传播稿件、创意文案等营销工具的内容把控；3、负责
品牌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4、负责市场营销活动预算，控
制活动成本，进行评估，编写评估报告；5、提出市场报
告，并参与编制产品细分市场技术解决方案。
[任职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营销、传媒等相关专业毕业，有2年以
上市场推广、品牌管理经验；2、精通市场推广的具体操
作流程以及推广渠道，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和沟通协
调能力；3、胜任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运营维护工
作，有较好的图文编辑、设计和视频剪辑的能力，会使用
PS、AI、PR、AE等图像或视频软件者优先；4、深厚的文
字功底、活跃的互联网思维、并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年假/节日福利/员工旅游/免费体检

销售代表 全国
北京精诚动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N3G51
人事部电话：何女士 010-61501380
人事部邮箱：1351406350@qq.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市场营销计划，完成部门销售指标；2、开拓新市
场，发展新客户，增加产品销售范围；3、负责辖区市场信
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析；4、负责销售区域内销售活动
的策划和执行，完成销售任务；5、管理维护客户关系以及
客户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计划。
[任职要求]：
1、愿意从事销售行业，并且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
巧；2、有销售行业工作经验，有宠物食品销售经验优先；3
、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亲和力；4、具备一定的市
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5、有责任心，
有耐心、踏实诚恳；6、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
[薪资]：
4500+绩效+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年假/节日福利/员工旅游/免费体检

大区经理 华东、华南、西南、华中、西北
北京农之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5K71
人事部电话：0317-4300770
人事部邮箱：497995728@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大区域发展计划的制订和落实，组织人员招聘和培
养，完成区域客户开发和目标任务。2、帮助新老客户制定
发展规划，落实年度发展计划。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畜牧兽医专业、有行业工作经历；2
、40岁以下、能长期出差，热爱宠物行业的有志之士。
[薪资]：
8000-12000元，上不封顶
[岗位额外福利]：
出差补贴/带薪休假

业务代表 北京，上海， 南京， 广州， 成
都， 武汉， 杭州， 深圳
北京天尔乐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5S82
人事部电话：15663435160
人事部邮箱：mona@tillsanimalhealth.com
[岗位职责]：
1、公司产品的推广与销售， 完成销售目标；2、开发新客
户，服务和维护现有客户， 建立客户档案库；3、按计划
及要求拜访客户填报拜访表，提交销售分析报告；4、回收
货款， 对应收款负责；5、处理客户订单， 保证货品，数
量， 价格，库存的准确；6、销售预测，对公司的发展提出
建议；7、收集，整理和提供市场动态与竞品信息；8、处理
客户投诉；9、参与公司展销会，培训会， 新产品试用等各
项营销推广活动；10、参与公司培训， 学习行业知识和动
态， 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能力；11、团队合作， 参与公司
其他有关工作任务。
[任职要求]：
1、宠物相关行业大专以上学历；2、宠物相关行业两年以上
工作经验。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

新媒体图文视频专员 河北廊坊
北京一阅心田衣工坊有限公司 E3K11
人事部电话：垚阅13811157125
人事部邮箱：yiyuexintian@yeah.net
[岗位职责]：
1、负责抖音短视频的创意主题策划，脚本架构，拍摄执行
及短视频的后期制作剪辑加工；2、负责店铺图片以及视频
的拍摄及后期；3、负责微信公众号文章撰写编辑等日常工
作；4、领导交予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2、丰富的短视频剪辑制作经验，熟练
运用edius、pr、AE、vegas等后期编辑软件，拥有视频剪
辑作品；3、有一定的文案撰写能力；4、可上镜者优先考
虑。
[薪资]：
5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提供午餐及住宿/定期团建/节日福利

销售代表 泉州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1K5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1、通过QQ、微信、论坛等网络渠道平台拓展潜在客户；2
、参加各类宠物展会，拓展维护客户；3、公司产品的宣
传、推广和销售，完成团队销售的任务指标；4、关注宠物
行业的发展动向，收集市场信息、用户需求等。
[任职要求]：
1、热爱宠物，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能八卦，关注各种话
题；2、谈判和沟通能力强，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3、灵感
多、想法多、团队合作意识强、抗压能力强。
[薪资]：
底薪：3000-3500元/月+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住房公积金/带薪年假/绩效奖金/出差补贴/节日福利/
专业培训/股票期权/弹性工作/员工旅游/出国机会/每年多
次调薪

品牌总监 厦门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1K5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1、参与公司品牌管理，根据品牌定位，提出品牌推广计划，建
立与维护公司品牌形象；2、根据品牌与产品特点，制定线上、
线下推广计划并予以执行，提升品牌曝光度、知名度与美誉
度；3、负责品牌创意策划，制定相应品牌传播策略、公关策略
等；4、全面了解运营数据，实时监测市场，定期分析运营效果
及提供后续改进方案；5、制定营销和运营策略，组织、调动公
司资源落地方案；6、关注最新时事热点，策划对应品牌宣导事
件，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7、配合公司其他部门，提供品
牌运营支持，从品牌管理角度给出合理化建议和方案。
[任职要求]：
1、5年以上品牌运营相关工作经验，互联网行业优先考虑；2、
深度理解互联网产品，产品及销售意识敏锐；3、能准确把握用
户心理，熟悉各类用户行为特征，对产品和用户独到见解；4、
良好的文字撰写能力，能根据产品需要撰写优质文案；5、优秀
的数据分析能力，能从数据中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6、出
色的沟通、规划、抗压能力，执行力强，对结果负责；7、喜欢
宠物，热爱生活，具备较强责任心。
[薪资]：
8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周末双休/五险/住房公积金/带薪年假/年终双薪/绩效奖金/出
差补贴/节日福利/股票期权/每年多次调薪

新媒体运营 厦门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1K5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新媒体平台（微博，微信，网站等）相关的日
常运营工作；2、产品广告及相关创意构思、文案及产品
各类描述；3、独立完成新闻稿、软文、自媒体文案等的撰
写；4、收集整理宠物医疗、美容专业知识及策划宠物主题
活动；5、与其他部门配合，定期策划新媒体端的内容/事
件/话题/活动等，与用户时刻联动；6、每季度实体展会的
策划、落实及分析,关系拓展及合作。
[任职要求]：
1、宠物饲养达人，有多年养宠物经验，并善于归纳总结；2
、本科及以上学历， 3年以上文案工作经验，出色的文字组
织能力；3、对网络热点敏感，能独立把握、策划、运作热
点话题；4、能够熟练运用微信、微博等多种网络营销方式
开展公司网站和相关产品营销工作；5、有成功微信/微博/
社区推广案例、推广资源者优先考虑。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周末双休/五险/住房公积金/带薪年假/年终双薪/绩效奖金/
出差补贴/节日福利/股票期权/每年多次调薪

实习生 厦门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1K5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工作方向----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选择方向1、供应链（采
购、跟单）2、产品（市场调查、研发、售后关于产品的问
题解答）
[任职要求]：
1、喜欢宠物，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能八卦，关注各种话
题；2、有服务意识、沟通能力和执行力；3、有养宠经验优
先；4、相关专业。
[薪资]：
3000-4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周末双休/五险/住房公积金/带薪年假

区域销售代表 湖北武汉
宠吾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W5G01
人事部电话：027-83779388 /19907111347
人事部邮箱：1677915983@qq.com
[岗位职责]：
1、参与公司销售政策的制定，根据公司销售规划，制定所
辖区域年度销售任务；2、对所辖市场进行销量分解、客户
管理、终端管理，完成并提高目标销量；3、负责所辖市场
的一级、二级渠道网络开发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本科专业不限，年龄25-35岁；2、1年以上业内渠
道销售从业经验；3、热爱宠物行业。
[薪资]：
年薪5-15万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高额提成/团队奖金/高温补贴/餐补/舒适宿舍

市场总监 湖北武汉
宠吾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W5G01
人事部电话：027-83779388 /19907111347
人事部邮箱：1677915983@qq.com
[岗位职责]：
1、制定、执行、协调品牌及市场方案；2、负责公司全国市
场、产品的总体策划、推广及实施；3、对宠物市场有很强
的市场感知能力、有较强的市场方向把握能力；4、负责市
场部团队建设与团队管理工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统招动物医学或市场营销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优
先；2、5年以上宠物行业销售或市场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
上管理经验；3、热爱宠物行业。
[薪资]：
年薪20-30万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高额提成/项目奖金/餐补/舒适宿舍

品牌策划（宠物） 湖北武汉
宠吾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W5G01
人事部电话：027-83779388 /19907111347
人事部邮箱：1677915983@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品牌推广策划，包括产品推广、活动策划、媒介策
略等；2、负责品牌商品企划，包括体系搭建、卖点提炼、
概念创意、产品描述等；3、负责挖掘品牌的潜在诉求、促
成品牌的更好更长远发展；4、针对品牌的运营现状提出专
业性建议和解决方案。
[任职要求]：
1、有宠物行业经验者优先；2、性格开朗、思维新颖、有创
意。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项目提成/餐补/舒适宿舍

宠物医生 湖北武汉
宠吾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W5G01
人事部电话：027-83779388 /19907111347
人事部邮箱：1677915983@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日常诊疗工作和客户医疗服务工作； 2、管理收治
宠物的诊疗状况，记录完整的病例及用药状况； 3、实施化
验、影像、穿刺技术以及其他诊断程序。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动物医学相关专业； 2、有执业兽医
师证，2年以上执业医师经历 ;3、有活力、自信、有诚信并
具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提成/餐补/舒适宿舍

新媒体运营总监 湖北武汉
宠吾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W5G01
人事部电话：027-83779388 /19907111347
人事部邮箱：1677915983@qq.com
[岗位职责]：
1、为公司新媒体业务制订发展策略和实施策略，调整新媒
体销售策略并推动实施；2、对团队新媒体业务现状进行营
销包装，协调各部门需求促进新创意的开发；3、负责团队
管理、业务分配。
[任职要求]：
1、新闻传媒、公关、广告等相关行业；2、有新媒体运营三
年以上同岗位从业经历；3、擅长创意、活动策划、文案及
执行。
[薪资]：
10000-2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高额提成/团队绩效奖金/餐补/舒适宿舍

全国区域销售经理 大连
大连优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2S58
人事部电话：15504288752（康君）
人事部邮箱：lndlkj@126.com
[岗位职责]：
1、开发和维护品牌销售渠道，包括代理商、批发（分销）
经销商类、社团类营销等渠道，进行品牌推广和产品销
售；2、代理商、大客户开发与维护，客户信息收集；3、完
成公司下达的销售目标；4、上报各种销售报表和报告，研
究分析同行市场状况；5、收集区域内市场信息；6、客户关
系的维护和管理，建立和完善客户资源档案。
[任职要求]：
1、从事宠物食品销售3年以上，熟悉宠物行业线下渠道营
销运作模式，营销实战经验丰富；2、具有宠物市场渠道资
源，有终端销售经验，具有丰富客户资源和客户关系；3、
具有较强的市场分析、营销、推广能力和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有宠物行业人脉资源及
相关渠道；5、能独立开拓市场。
[薪资]：
面议

区域客户经理 华东（上海或杭州）、东
北（沈阳或大连）
蛋壳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E7B01
人事部电话：021-65197879
人事部邮箱：job@pidan.com
[岗位职责]：
1、对区域内各省市销售额增长负责；2、按照pidan策略在
区域内服务中高端宠物店，完成开发新客户的任务；3、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做好销售方案，完善渠道网络布局；4、确
保按标准执行公司的各种销售和市场行销活动，确保准时准
确完成各项销售报表；5、负责向客户（既有客户/潜在客
户）传递公司的品牌理念和产品专业知识。
[任职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熟练运用Excel、熟悉任意版本的ERP
系统优先；2、具备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
识；3、具有2年以上宠物行业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4、形
象气质与品牌相符。
[薪资]：
8000-15000元

电商主管 上海松江
多格漫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E2A51
人事部电话：54892666-602
人事部邮箱：zhengyi@doggyman-sh.com
[岗位职责]：
1、负责电商部组管理规章制度及工作流程的建立与执行，根据
公司的经营战略和业务需求，不断进行优化，提升工作效率；2
、分析市场：准确掌握市场动向，每月一次分析市场发展趋势
及拟定应对措施；3、公司形象推广：负责推广并制作公司网络
视频、图片等，通过网络进行公司产品的推广，提升产品知名
度和公司美誉度；4、客户洽谈：客户的沟通，接待和拜访客
户，提高客户认知度、满意度、沟通顺畅度；5、客户需求：组
织分析客户需求及变化，并将信息反馈予推广专员，以便根据
客户需求进行每季度的网站优化调整；6、客服管理：协助客服
做好网站接待工作保证每个进来的客户都能得到优质的服务，
成功把询盘转接到业务手中；7、竞争对手分析：定期收集同行
业竞争对手信息，并做分析整理，为进一步优化网络销售推广
提出合理化改善建议；8、电商部门管理：负责电子商务部日常
工作管理及与其它部门的工作协调，并承担下属人员的培训、
指导与考核。
[任职要求]：
1.、专业/行业经验、市场营销、电子商务；2.、工作年限：两
年以上同等职位工作经验；3、专业技能：电子商务相关、平面
设计、网页制作、办公软件。
[薪资]：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员工旅游/交通补贴/通讯补贴 /绩效奖金/
年终奖金/定期体检

销售 上海松江
多格漫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E2A51
人事部电话：54892666-602
人事部邮箱：zhengyi@doggyman-sh.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下达的销售指标，努力完成销售任务；2、做好
客户资料档案，与客户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3、根据
客户需求做好订购等事宜；4、配合公司促销活动，做好区
域销售工作；5、处理客户投诉事宜，并做好记录与回报工
作；6、做竞争品牌的信息收集及市场调研；7、参加周、月
度会议，汇报每周、月销售业绩；8、其他与岗位有关的工
作。
[任职要求]：
1、有C1驾照（公司提供业务用车辆）2、经验：从事销售
或相关工作1年以上的销售经验；3、具有一定的市场洞察
力，应变力，创新力和稳重的管理能力；4、具有较强的工
作责任感，忠诚度，严守公司机密；5、具有果断的决策，
勇于承担风险能力。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员工旅游/交通补贴/通讯补贴 /绩效奖
金/年终奖金/定期体检

运营经理（京东方向） 杭州西湖
区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黄瑞阳17316945189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产品在自营平台的整体规划、营销、推广、客
户关系管理等系统经营性工作（京东为重点）；2、根据产
品行业属性及市场/消费者特点，提升客户体验并挖掘客户
需求，优化店铺运营；3、负责收集市场和行业信息，结合
本店优势提供有效方案；4、与平台运营保持良好的沟通，
及时反馈品牌的发展规划及产品经营的思路。
[任职要求]：
1、4年以上电商多渠道运营经验；2、精通京东后台流程及
规划，有清晰的电子商务项目运营思路，能针对不同业务阶
段制定有效的运营策略，同时了解并熟悉其他平台的基本
运营流程；3、策划及沟通能力强，有较强的创新与市场分
析、营销、推广能力，项目执行能力；4、有团队合作精神
和领导能力，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及抗压能力。
[薪资]：
8000-15000元

天猫运营 杭州西湖区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黄瑞阳17316945189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1、对接协调品牌方和分销渠道的各项事宜和资源协调工
作，对分销商的销售额负责；2、协助分销商爆品运营，完
善商品基础，有效数据评估，提升商品销量和转化率；3、
结合销售计划，对商品给出策划方案，提高产品、店铺的
访问量和浏览量；4、能够对分销商的营销活动结果进行分
析，优化方案和计划；5、策划和组织实施分销商的各项营
销活动。
[任职要求]：
1、丰富的商品爆品运营经验；2、热爱电商事业并以此作
为个人职业发展方向；3、有网络营销相关工作经验且有宠
物类电商经验或年销售1000万以上店铺运营或爆品运营经
验者优先；4、为人正直，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抗压能力，
有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5、有良好的整店产品销
售策划能力，善于控制打爆节奏，善于挖掘产品卖点提升转
化。
[薪资]：
8000-12000元

电商设计 杭州西湖区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黄瑞阳17316945189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品牌自营店铺的整体店铺装修、产品详情页设
计，负责整体电商视觉概念方案的创作；2、结合年度经营
策略和每次活动主题，根据品牌形象和流行元素设计出可行
的版面主题方案；3、不断编排优化店铺页面结构、商品描
述美化、店铺产品图片处理，商品展示模板设计，日常产品
维护、调整、美化。
[任职要求]：
1、有宠物/母婴/化妆品类目设计优先；2、精通PS、Ai等
设计软件，熟悉C4D的使用及输出；3、具备快速产出优秀
作品的能力，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独特见解；具有良好的色
彩感悟力、创意能力和视觉表现能力;善于图文排版，具备
新颖的设计创意，良好的视觉表达能力；4、良好敬业精神
和承压能力，沟通能力强，团队意识强，有责任心。
[薪资]：
6000-12000元

电商运营专员 杭州西湖区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黄瑞阳17316945189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1、各店铺信息的数据收集、录入、汇总、分析工作；2、负
责本部门人员的绩效评估汇总工作；3、管理各小组工作计
划和执行；4、负责本部门文件的收发工作及部门资料的档
案管理工作；5、制作数据收集报表，日常销售数据资料的
整理，分类，汇总和分析等；6、针对运营部门流程做优化
和对接。
[任职要求]：
1、计算机操作熟练，有电商总监助理运营管理经验优先；2
、耐心，细心，认真，自控和动手能力强；3、最好具备一
定的管理能力；4、宠物爱好者优先。
[薪资]：
4000-6000元

品牌助理 上海九亭
福益（上海）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N1B51
人事部电话：021-64210585
人事部邮箱：2850689952@qq.com
[岗位职责]：
1、完成分管品牌年度的预算指标，包括品牌的进货指标、
出货指标、毛利指标、品牌费用指标等；2、对各品牌年度
预算进行分解，并对计划的执行进行组织和实施；3、组织
品牌公司、零售客户进行定期回顾和总结，评估和调整，向
品牌方争取年度预算中的各项资源支持；4、负责制定品牌
的渠道规则；5、负责对商品的库存进行管理和控制；6、负
责制定渠道客户的推广计划，参与客户的提案谈判；7、负
责对品牌年度预算中的推广和销售费用进行管理和控制；8
、根据品牌的渠道定位，组织和主导营业部门进行客户的拓
展和开发。
[任职要求]：
1、有良好的市场触觉，有相应的市场企划能力；2、逻辑思
维行强，有一定数据统计和分析能力；3、良好的沟通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员工培训/公司旅游/年终分红

天猫运营店长 上海九亭
福益（上海）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N1B51
人事部电话：021-64210585
人事部邮箱：2850689952@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店铺单类目规划、营销、推广、分析、监控等系统
性经营工作，提高店铺点击率、浏览量和转化率，完成公
司的目标销售额；2、定期针对爆品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
提交爆品效果的统计分析报表,及时提出营销改进措施,并给
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3、店铺日常安全维护，数据监控
及统计，问题检查，保证网店的正常运作，跟踪淘宝最新
规则；4、每日监控的数据：营销数据、交易数据、商品管
理、顾客管理；5、日常上架产品；6、有效报名淘宝官方活
动，及策划营销活动方案。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具体看能力；2、有1年以上淘宝操作经
验，半年天猫运营经验；3、熟悉生意参谋等数据工具，有
一定数据分析能力，能定期对相关数据进行有效分析；4、
能力强，能及时解决店铺出现的各种问题；5、积极的工作
状态、高度的责任心、能吃苦耐劳，有团队精神。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员工培训/公司旅游/年终分红

区域营销经理 全国
福益（上海）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N1B51
人事部电话：021-64210585
人事部邮箱：2850689952@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管辖区域的经销商布局规划，经销商及直发客户的
开发、维护、合同签署；2、 负责主导或协助本辖区经销商
开发终端网点，核心终端建设；3、 严格执行公司销售政
策，申请合理费用、物料等资源，完成公司的销售目标任
务；4、 实时收集行业动态及竞品等市场信息，并及时反
馈。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或相关宠物行业经验优
先；2、吃苦耐劳、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操守；3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4、具备较强的判断、决策、沟通协
调、计划、执行能力、较强语言能力、观察能力。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员工培训/公司旅游/年终分红

新媒体运营 上海九亭
福益（上海）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N1B51
人事部电话：021-64210585
人事部邮箱：2850689952@qq.com
[岗位职责]：
1、线上线下活动的策划与执行：基于宠物品牌，策划关于
宠物食品类活动，以提升线上线下社群活跃度和粘性进而促
进转化； 2、 宠物社群的运营与管理：负责宠物用户社群
的创建、运营、维护，营造社群氛围，优化社群内容，关注
社群成员的需求和意见反馈；3、自媒体的运营：微信公众
号、微博、知乎、抖音等的内容撰写及发布；4、渠道的扩
展：根据社群定位，通过多种渠道快速实现社群粉丝的增
长；5、配合部门领导安排的相应工作 。
[任职要求]：
1、全日制大专学历，应届毕业生；2、良好的文字功底，
会操作PS、AI等修图软件，基本掌握OFFICE软件；3、会
摄影，会视频剪辑者加分；4、动物营养学、兽医等相关专
业、有宠物行业经验者优先。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员工培训/公司旅游/年终分红

销售行政专员 上海九亭
福益（上海）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N1B51
人事部电话：021-64210585
人事部邮箱：2850689952@qq.com
[岗位职责]：
1、及时处理营销人员提报的订单在 ERP系统中制成销售单和出
货单；2、与客户核对销售单内容及货款支付状态\通知客户物
流信息及收货确认状态；3、定期对营销人员的出勤、工作纪律
进行抽查、沟通及监督，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核实、
上报；4、发票管理，开票前需与客户确认开票品种、单价及数
量是否与订单内容相符，及时督促财务开出发票并安全送达客
户签收完成；5、及时审核营销人员的出差费用报销单，并督促
财务部及时报销到账；6、负责客户投诉内容跟进及处理结果；
负责 400 电话的接听和处理电话内容；7、定期发送营销人员的
日销售数据；8、定期发送客户对账单进行核对；9、协助销售
人员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为客户服务，为市场服务，提
升客户满意度；10、领导临时安排工作事项。
[任职要求]：
1、财会、金融、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中级职称以上；2、28岁-40岁之间，具备制造行业五年以上经
验；3、熟悉国家金融政策、企业财务制度及流程、会计电算化，
精通相关财税法律法规；4、较强的成本管理、风险控制和财务分
析的能力；5、具有极强的工作执行力，注重工作时效性，有很好
团队协作精神，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6、诚信敬业，品行端正，
原则性强，严谨踏实，有较强责任心和沟通能力。
[薪资]：4500-6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五险一金/员工培训/公司旅游/年终分红

HR总监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A5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负责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统筹、规划人力资源总体战略
规划、团队组织建设等。
[任职要求]：
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统招本科以上学历；6年以上工作
经验，3年以上人事经理岗位工作经验，有电商行业经验优
先考虑。
[薪资]：
10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餐补/提成/全勤

电商运营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A5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能够独立操作线上店铺运营、推广等工作。
[任职要求]：
对电子商务平台了解，有京东、小红书等平台相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
[薪资]：
4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餐补/提成/全勤

亚马逊运营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A5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能够独立运营跨境电商平台、负责日常维护，策划活动、活
动提报、活动执行、效果分析等。
[任职要求]：
有亚马逊、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4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餐补/提成/全勤

外贸业务员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A5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对出口业务操作流程有一定的了解和实际操作有的经验。
[任职要求]：
书面英语过硬，口语良好，与客户能够进行业务沟通，能独
立开展销售工作。
[薪资]：
4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餐补/提成/全勤

3D设计师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A5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参加宠物展项目方案的创意、设计三维效果图的呈
现等。
[任职要求]：
能熟练运用AutoCAD、Photoshop、3DMAX、草图大师等
常用绘图软件。
[薪资]：
4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餐补/提成/全勤

销售经理 广州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N1S61
人事部电话：020-81678993
人事部邮箱：merrycan@126.com
[岗位职责]：
1、维护公司原有客户之余，积极开发新客户；2、以电话+
实体拜访形式，销售推广公司代理行销的宠物产品；建立线
上（网店/微店）、线下（二级批发/终端零售/连锁体系/宠
物医院/繁殖场）等多种销售渠道；3、与同事共同协作完成
月销售任务；4、参与各种宠物展会及宠物主题活动。
[任职要求]：
1、良好的沟通能力，国语/粤语能流利应对（全国业务较
侧重国语）；2、有狗粮与猫粮的销售经验，有相关宠物或
快消品销售经验更佳（欢迎销售精英跨行业尝试发展）；3
、善于运用公司及公共资源开发新客户；4、正向、积极进
取，有一定抗压能力与服务精神；5、具备团队协助精神，
并能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绩效奖金/全勤奖/餐补/带薪年假/社保

销售助理 广州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N1S61
人事部电话：020-81678993
人事部邮箱：merrycan@126.com
[岗位职责]：
1、公司在线网络交易平台的在线客服；2、售前支持：产品
介绍，引导说服客户达成交易；3、售中跟踪：客户订单生
产、发货、物流状态跟进；4、售后服务：客户反馈问题处
理，退换货、投诉处理等。
[任职要求]：
1、有客服和电话销售经验优先，勤奋敬业、责任心强，思
路清晰；2、普通话标准，口齿伶俐，懂得消费者心理，语
言表达能力强，擅于沟通；3、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有良
好的销售服务意识，工作耐心细致；4、性格好，有耐心及
责任心，身体健康，能够长期稳定的干好工作；5、有团队
合作精神，具有基本电脑使用能力，有网络销售或电话销
售经验者优先；6、电脑使用熟练，打字速度每分钟50字以
上，熟悉办公软件和网络工具。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全勤奖/餐补/带薪年假/社保

销售经理 上海
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 N2A51
人事部电话：020-87308021
人事部邮箱：tang.lk@sunonpet.com
[岗位职责]：
1、把区域的销售目标、覆盖目标和市场资源合理分配给各销售
人员；2、指导销售人员理解并执行公司的销售策略，以保证实
现销售及覆盖目标；3、定期拜访客户，与客户沟通公司的发展
策略，达成共识；4、通过实地工作，定期提交市场状况、竞手
情况和客户反馈等准确信息给销售总监；5、通过实地工作、电
话会议、邮件等形式，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6、通过实地工
作，指导销售人员日常工作按公司制定的工作标准执行，监督
市场项目的执行结果；7、控制管理销售人员的日常费用及差旅
费用；8、直接参与重要客户的业务谈判；9、指导并参与处理
客户投诉；10、汇总销售人员的各项销售数据，通过分析，找
出问题，与销售人员分享并提出改进意见。
[任职要求]：
1、市场营销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2、受过市场营
销、管理技能开发、财务知识、产品知识等方面的培训；3、3
年以上企业销售管理工作经验；4、对市场营销工作有较深刻认
知，有良好的市场判断能力和开拓能力；5、有较强的市场销售
经验和市场嗅觉；6、熟练操作办公软件；7、自觉严谨、公正
律己、敬业、豁达自信；8、高度的工作热情，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较强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
[薪资]：8000-12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绩效奖金/定期体检/交通补贴/通讯补贴/年终奖金/
节日福利

销售主管 黑龙江、苏州
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 N2A51
人事部电话：020-87308021
人事部邮箱：tang.lk@sunonpet.com
[岗位职责]：
1、为所辖区域内零售市场提供专业性支持工作；2、在本辖
区内建立分销网及扩大公司产品覆盖率；3、按照企业计划
和程序开展产品推广活动，介绍产品并提供相应资料；4、
对所管辖的零售店进行产品宣传、入店培训、货品陈列、公
关促销等工作；5、建立客户资料卡及客户档案，完成相关
销售报表；6、参加公司召开的销售会议或组织的培训；7、
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以维护企业形象。
[任职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或兽医专业优先，能力优秀
者可放宽条件；2、有2年以上销售经验；3、熟悉市场营销
工作及零售运作模式；4、能够熟练操作办公软件；5、具有
独立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敬
业精神；6、坦诚自信，乐观进取，高度的工作热情。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绩效奖金/定期体检/交通补贴/通讯补贴/年终奖
金/节日福利

采购员 浙江嘉善
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 N2A51
人事部电话：020-87308021
人事部邮箱：tang.lk@sunonpet.com
[岗位职责]：
1、根据每月有效（领导批准）原料采购计划及采购订单，与供
方协调联络，要求供方提供物资必须符合本公司采购要求，并
保质、保量、按时交付； 2、负责完成原料采购订单的登记并及
时与财务对账； 3、遵守财务制度，严格发票的使用管理，负责
对每日的原料入库单、发票进行分类登记，做好采购台账，每
月底与原辅料仓库、财务部核对收货应付账款，以及发票的交
接手续，做到日清月结； 4、负责协助质量部实施对供应商的评
估工作； 5、采购原料达不到本公司规定要求时，协助办理退货
事宜；6、随时掌握原料的库存情况以及生产过程中原料使用的
质量和损耗状况信息，并报告供应链总监； 7、负责供应链其它
非生产直接耗用物资的采购工作； 8、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
任务。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畜牧类、管理类、物流类相关专业； 
2、饲料企业3年以上采购管理工作经验，有外资或大型饲料采
购经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3、熟悉招标和采购流程，熟悉供应商
评估、考核，熟悉相关质量体系标准； 4、具备良好的部门内、
外组织和协调能力，良好的谈判、人际沟通能力，团队管理能
力； 5、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薪资]：
4000-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工作餐/带薪年假

来料检验员 浙江嘉善
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 N2A51
人事部电话：020-87308021
人事部邮箱：tang.lk@sunonpet.com
[岗位职责]：
1、50%时间： 来料抽检、来料异常处理、记录、报告、留
样管理等工作；2、30%：生产期间，协助QA完成制程巡检
工作；3、20%时间：协助QA完成原料、包材标准文件编
制、变更维护及其他临时事务。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2、1年以上食品或饲料企业质量部门工作
经历；3、从事原料检验工作1年以上；4、具备团队协作能
力，包括沟通、协调、组织能力；5、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
应变能力；6、吃苦耐劳、根据工作需要可接受加班；7、工
作认真负责，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努力，积极进取，
认真仔细。
[薪资]：
3000-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工作餐/带薪年假

大区经理 东区：江苏省、浙江省南
区：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海南省、云南
省、江西省西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
陕西省、新疆、甘青宁、湖南省、湖北省、蒙
西北区：天津市、蒙东、河北、河南、山东、
山西、东三省以上四区各一名
广州汪星人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1F21
人事部电话：020-36012128
人事部邮箱：xixi08@126.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完成所辖区域的销售任务；2
、拆解区域销售指标，制定每阶段的销售计划，确保销售回
款；3、负责所辖区域的渠道客户开发，拓展市场，建立良
好稳定的客户关系；4、负责区域重点客户的日常维护，做
好品牌推广与销售政策的执行；5、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及市
场特点，对公司产品在市场遇到问题提出建议反馈，以及对
竞品的销售、市场策略信息进行收集。
[任职要求]：
1、2年以上快速消费品公司销售经验，或1年以上宠物行业
用品销售经验，具有大客户开发与维护或城市终端地推经
验的优先考虑；2、对销售事业有企图心，拥有较强的责任
感；3、喜欢、了解猫狗等宠物行为；4、能适应出差。
[薪资]：
8000-12000元（不含提成）

区域经理 深圳、上海、北京各一名
广州汪星人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1F21
人事部电话：020-36012128
人事部邮箱：xixi08@126.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完成所辖一线城市的销售任
务；2、拆解区域销售指标，制定每阶段的渠道客户开发计
划；3、定期拜访已合作客户，并重点做好城市核心客户的
维护，灵活落地公司政策；4、负责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及市
场特点，对公司产品在市场遇到问题提出建议反馈，以及对
竞品的销售、市场策略信息进行收集。
[任职要求]：
1、1年以上宠物行业用品销售经验，具有城市终端地推经
验的优先考虑；2、对销售事业有企图心，拥有较强的责任
感；3、喜欢、了解猫狗等宠物行为；4、能适应短途出差。
[薪资]：
5000-8000元（不含提成）

运营 建德
杭州博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E4C09
人事部电话：15372077578
人事部邮箱：boyapet2@126.com
[岗位职责]：
1、负责网站代码的优化和维护，保证网站的正常高效运
行；2、参与需求调研、项目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分析
和需求分析；3、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相应的竞合策略和促销
策略；4、负责及时向上级领导反馈网站运营的情况，并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5、负责公司电商平台及其相关
网站改版、网站功能完善等工作；6、负责完成部门经理交
办的相关技术工作；7、及时完成天猫店、京东店以及其他
商务平台的推广，包含微信营销、短信营销、论坛营销、问
答式营销、SEO、SEM、交换链接等；8、完成对活动商品
的选择，一些关键词的选词和广告词出价； 9、报表数据分
析（帐户报表，宝贝报表，关键词报表，地域报表，时段报
表）；10、熟悉一些推广平台的竞价排名规则，懂得关键词
筛选、竞价及关键词竞价技巧；11、为流量、ROI等重要指
标负责，完成部门经理下达的业绩指标；12、通过数据分析
和研究，提升销售平台推广的转化率；13、每月，每季，年
终总结汇报。
[任职要求]：
有一定工作经验
[薪资]：
5000+

销售代表 （若干名） 浙江杭州
杭州千宠贸易有限公司 N5S81
人事部电话：15306818691
人事部邮箱：39418101@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产品的市场开拓和销售；2、根据市场营销计
划，完成部门销售指标；3、开拓新市场，发展新客户，增
加产品销售范围；4、负责市场信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
析，完成销售业绩。
[任职要求]：
1、有宠物市场工作经验的人（优先）；2、有责任心，吃苦
耐劳，做事认真；3、性格外向、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4、具有一
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5、能切
实执行公司的销售政策，按时完成销售及各项指标。
[薪资]：
底薪+提成（可面议详谈）

销售经理 杭州及全国
杭州樱姬宠物有限责任公司 E2D51
人事部电话：15355398333
人事部邮箱：601534072@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产品市场的开拓，完成销售目标；2、负责区
域的销售预算和开销；3、在公司业务平台基础上，开发客
户资源，并维护新老客户关系；4、负责意向客户接待以及
客户拜访工作，与客户进行谈判达成合作及销售；5、计划
日、周的拜访路线，确保前线销售路线的一致性。
[任职要求]：
1、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具有开拓意识，勇于挑战高
薪；2、思维清晰，对市场敏感，熟悉办公软件，学习能力
强，有英文基础；3、工作积极进取，热爱销售，具有良好
的销售技巧；4、能接受出差；5、有一年及以上的销售经验
者优先；6、有宠物行业经验优先。
[薪资]：
6000-15000元

业务员 全国
杭州樱姬宠物有限责任公司 E2D51
人事部电话：15355398333
人事部邮箱：601534072@qq.com
[岗位职责]：
1、与宠物用品店、宠物美容店、宠物医院、网络电商等渠
道的采购、店长或老板打交道；2、完成所负责的区域销
售任务指标；3、完成所负责的区域与销售有关市场行为工
作；4、准确提供给上级主管所需要的各种报表，按照计划
合理安排工作；5、对所负责的区域内代理商销售人员及终
端门店进行销售培训和指导。
[任职要求]：
1、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具有开拓意识，勇于挑战高
薪；2、思维清晰，对市场敏感，熟悉办公软件，学习能力
强，有英文基础；3、工作积极进取，热爱销售，具有良好
的销售技巧；4、能接受出差；5、有宠物行业经验优先；6
、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薪资]：
3000-6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绩效奖金(销售提成和当月当季以及年度业绩挂
钩) /节日福利/周末单休

企划经理 石家庄、上海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N3C01
人事部电话：0311-83072398 孔女士、边女士
人事部邮箱：1079820716@qq.com;578019796@
qq.com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企划工作的全面掌控。包括组织、参与、指导企划
方案的制定，媒体活动计划的审定，完成公司营销推广项目
的整体策划创意、设计与提报，并指导专案策划与设计，配
合完成日常推广宣传工作。
[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五年以上企业营销策划工作经验，三年以上
大型企业营销管理经验，有宠物食品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15000-2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社保/提供住宿/节日福利/旅游/带薪年假

产品经理 石家庄、上海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N3C01
人事部电话：0311-83072398 孔女士、边女士
人事部邮箱：1079820716@qq.com;578019796@
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新品调研，立项，规划及上架后的策划推广工作；2
、负责产品数据的分析、整理、报表规划工作；3、负责产
品营销卖点的定义，产品的发布、培训、跟踪反馈、调整升
级等工作。
[任职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大型公司产品经理工作经验，两
个产品以上完整的产品需求分析设计经验，有宠物食品行业
经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10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社保/提供住宿/节日福利/旅游/带薪年假

设计主管 上海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N3C01
人事部电话：0311-83072398 孔女士、边女士
人事部邮箱：1079820716@qq.com;578019796@
qq.com

[岗位职责]：
1、平面设计工作，包括包装、宣传物料、网站、自媒体
等；2、主导设定整体视觉风格与创意规划；3、负责品牌传
播相关的所有视觉设计。
[任职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美术、绘画及设计等相关专业，精通各种
设计软件，3年以上包装设计工作经验，有宠物食品行业经
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社保/提供住宿/节日福利/旅游/带薪年假

区域经理 北京、山东、新疆、吉林、内
蒙、山西、贵州、安徽、江苏（能接受省内出
差）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N3C01
人事部电话：0311-83072398 孔女士、边女士
人事部邮箱：1079820716@qq.com;578019796@
qq.com

[岗位职责]：
负责区域的市场开发、客户维护和对城市经理的监督管理等
工作，带领下属完成本区域销售的任务指标。
[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销售工作经历，1年以上销售管理工
作经历，有宠物食品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提成8000-12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社保/提供住宿/节日福利/旅游/带薪年假

大区经理 全国（能接受出差）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N3C01
人事部电话：0311-83072398 孔女士、边女士
人事部邮箱：1079820716@qq.com;578019796@
qq.com

[岗位职责]：
承担所辖区域市场的全面拓展，组织实施营销推广计划，完
成大区的销售目标。
[任职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或管理类相关专业，3年以上销售
工作经历，5年以上销售管理工作经历。有宠物食品行业经
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提成年薪15-30万元
[岗位额外福利]：
社保/提供住宿/节日福利/旅游/带薪年假

业务销售经理 全国
河南省百草元（宠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5S16
人事部电话：0371-60207896/60206890
人事部邮箱：635130393@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所在市场的产品推广销售、客户开发维护；2、根据
本区域内各目标客户群的需求分析及公司年度销售计划，分
解并完成销售回款任务，实现本区域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目
标。
[任职要求]：
1、性格外向，沟通能力强，能够适应长期出差。抗压能力
强；2、有宠物产品销售经验者优先。
[薪资]：
底薪+补助+提成模式 5000-10000+

品牌：

宠物行业
      招兵买马

网络推广部门经理 河南郑州
河南省百草元（宠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5S16
人事部电话：0371-60207896/60206890
人事部邮箱：635130393@qq.com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产品电销部门的日常运营
[任职要求]：
电子商务相关专业，能够带团队，沟通协调能力强，抗压能
力强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薪资]：
5000-8000元

产品研发经理 河南郑州
河南省百草元（宠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5S16
人事部电话：0371-60207896/60206890
人事部邮箱：635130393@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宠物零食、营养品的新产品产品研发和原有产品的
升级更新；2、组织产品需求分析、设计、开发和测试工
作。确保产品设计开发达到预期目标，符合市场需求。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宠物及相关专业，有工作经验者优先；2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薪资]：
4000-8000元

全国销售代表 全国就近分配
吉林省凯唯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N3H21
人事部电话：13504432111
人事部邮箱：86638888@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的市场渠道开拓与销售，执行并完成公司销售
计划；2、维护和开拓销售渠道客户；3、处置询盘、报价、
合同条款的协商及签订。
[任职要求]：
1、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2、热爱销售工作，热爱宠物行
业。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薪资]：
底薪+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面议

产品经理 上海
惊喜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W5N21
人事部电话：15201973358
人事部邮箱：975246788@163.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品牌的定位，进行新品方案的制定、实施、市
场调研及竞品分析；2、建立用户模型，收集和整理用户
需求，对产品立项、优化和改进提供意见，并编写相关文
档；3、持续优化产品创新研发体系，关注运动市场发展，
不断对产品研究并推出优化方案并形成对标报告等相关分
析；4、行业客户与合作伙伴的对接，与其他部门有效配
合，推进产品落地；5、负责对行业及相关产品保持常态调
研；6、关注行业动态，适时研发完善产品体系以保持团队
整体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行业领先地位；7、制定、修改并
管理从需求到实施的相关规范；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
务。
[任职要求]：
1、兽药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2、有临床工作经验者优
先；3、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分析思考能力、谈判能力；4
、工作认真严谨，善于思考并解决研发及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薪资]：
8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股票期权/绩效奖金/专业培训/团队旅
游/定期体检/养宠福利

京东运营 常州
惊喜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W5N21
人事部电话：15201973358
人事部邮箱：975246788@163.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京东店的运营管理，全面负责店铺的日常管理
和运营，提高店铺点击率、浏览量和转化率，完成目标销
售额；2、参与和制定整体运营策划，包含推广方案、促销
方案、客户关系管理等，提升店铺流量与转化率等；3、负
责制订活动及新品推广计划，负责参与报名京东商城各种运
营活动有效提升店铺及产品的访问量；并组织实施与效果评
估；4、制定月度销售任务和服务水平提升目标，制定月度
店铺推广预算；通过操作京东推广工具，不断优化店铺推
广ROI；5、负责每日店铺数据监控与精确分析，并不断优
化；6、负责京东效果广告投放推广；7、负责日常运营管
理，提高当天付款率、总结分析提高客服水平等。
[任职要求]：
1、3年以上京东店铺工作经验，有年销售千万的品牌旗舰
店、专卖店工作经验优先；2、熟悉京东平台，京东规则和
操作流程等；3、掌握店铺数据分析及行业数据分析能力；4
、具备较强的创新与市场分析、营销、推广能力，分析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
[薪资]：
8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股票期权/绩效奖金/专业培训/团队旅
游/定期体检/养宠福利

创意文案 上海
惊喜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W5N21
人事部电话：15201973358
人事部邮箱：975246788@163.com
[岗位职责]：
1、为公司品牌宣传提供创意文案，如宣传软文、海报、创
意软媒、品牌文案、活动策划文案等；2、参与电商平台的
整体策划、活动宣传等工作；3、负责产品详情页描述文案
及策划；4、负责客户各类campaign、热点话题创意的讨
论，以及文案创意的项目执行；5、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事
宜。
[任职要求]：
1、有一定的提案比稿能力，文案指导经验；2、语言学、广
告学、 新闻学等相关专业，也欢迎其他专业出身的文艺青
年；3、需对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电商有一定了解并能
熟练写出针对不同平台的文案内容；4、具有优秀的文字功
底，能够独立产出活动创意、亮点结合的文案作品；5、擅
长各种内容、风格的文案撰写，有新闻稿、创意类文案策划
经验；6、思维活跃，善于沟通，热情以及责任感强，并具
有团队合作精神；7、有美妆、母婴、快消等行业经验者优
先考虑。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股票期权/绩效奖金/专业培训/团队旅
游/定期体检/养宠福利

培训师 上海
惊喜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W5N21
人事部电话：15201973358
人事部邮箱：975246788@163.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核心产品签约客户的售后技术支持（包括上门
培训和大型培训会议和活动）；2、负责培训销售部熟悉产
品，使他们掌握专业知识，把握售卖特点、流程和销售技
巧；3、负责培训需求调研及研制月度、季度，年度的培训
计划；4、通过竞品分析，以及收集各渠道对产品的建议和
反馈，与开发、产品部合作进行产品优化；5、负责提升终
端门店销售技巧及服务标准的培训，帮助提升门店业绩。6
、负责跟踪和督导各店铺培训后落实实施情况。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营销培训工作经验；2、擅长
讲演、营销策划、心态训练、执行力训练、沟通力训练、销
售心理学培训；3、讲课风格生动、轻松活泼，控场力、互
动性强，有亲和力，感染力，临场经验丰富；4、具有良好
的口才与激情带动现场，感染现场；5、具备团队管理和相
关实际操作经验；6、拥有统筹能力与实际操盘技能。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股票期权/绩效奖金/专业培训/团队旅
游/定期体检/养宠福利

市场部总监 上海
惊喜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W5N21
人事部电话：15201973358
人事部邮箱：975246788@163.com
[岗位职责]：
1、市场营销策略与品牌管理：（1）制定公司市场品牌总
体工作计划，提出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具体方向和实施方
案；（2）公司品牌管理策略，统筹公司网站，社交平台，
自媒体及新媒体平台管理，多维度维护公司品牌；（3）整
合公司营销传播资源，制定、推广年度营销规划；2、结合
年度预算进行资源整合，审定并推广年度及重大节假日促销
活动及服务方案，协助销售中心进行销售计划的分解和达
成；3、结合销售中心需求组织市场支持；4、部门内部管
理，做好人员帮带及团队建设。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毕业；2、5年以上工
作经验，有相关行业营销实战经验者优先考虑；3、有团队
协作精神，富有责任心，勇于挑战，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
力。4、对市场有敏锐的触觉，具备一定市场活动计划执行
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及管理能力。
[薪资]：
20000-2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股票期权/绩效奖金/专业培训/团队旅
游/定期体检/养宠福利

销售经理 深圳
俊宝俏温泉概念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N5G01
人事部电话：0755-82256036、13316979567
人事部邮箱：2576437854@qq.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的销售目标，制定区域销售方案，完成销售任
务；2、拓展代理商，宠物门店，宠物医院产品销售，建立
和维护用户关系；3、完成业务相关资料的整理、汇报和存
档；4、及时有效地与客户沟通配合，妥善处理客户投诉和
售后服务问题，保证客户满意度。
[任职要求]：
1、热爱宠物；2、立志于长期从事宠物行业的工作，对销售
有热情；3、有宠物行业经验的优先考虑。
[薪资]：
5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绩效奖金/全勤奖/法定节假日/带薪休假

渠道经理 北京
凯尔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N5B01
人事部电话：010-57196191
人事部邮箱：hr@lufowell.com
[岗位职责]：
1、开发线上线下新渠道；2、与客户进行沟通，介绍品牌产
品以及相关品牌活动；3、终端拜访客户，了解客户需求；4
、整理客户资料，做好客户资料维护与存档。
[任职要求]：
1、较强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2、工作积极主动，有责任
心。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3、具有较强的执行力。
[薪资]：
6000-10000元

运营专员 北京
凯尔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N5B01
人事部电话：010-57196191
人事部邮箱：hr@lufowell.com
[岗位职责]：
1、独立撰写活动方案，活动的现场执行；2、协助公司运营
负责人进行公司社群运营的开展。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好；有自主工作，自主学习能力；2、性格开朗，
耐心细致，沟通能力强。具有一定的临场应变能力；3、有
责任心，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抗压能力；4、可接受
出差；5、喜爱小动物优先。
[薪资]：
5000-7000元

兽药销售员 面议
科伊莱（南京）药业有限公司 W5N03
人事部电话：025-68577756-801
人事部邮箱：zph@topsun-pharm.com
[岗位职责]：
1、搜集行业政策、了解同行业动态及市场行情，制定应对
措施和销售策略；2、负责区域内客户的拜访以及关系的维
护，完成公司规定的销售任务、贯彻公司的市场和销售策
略；3、定期跟踪客户售后服务，及时反馈客户信息，促进
产品改进和开发；4、完成公司制定的年度销售目标。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药学、畜牧兽医相关专业；2、具有较强
的沟通能力、亲和力，善于自我管理，有进取心，责任心，
富有激情；3、能建立和维护与客户间的良好关系，定期拜
访收集客户的信息。
[薪资]：
底薪+提成5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出差补贴/出国培训/公司旅游/过节福利/年终奖

宠物药销售 面议
科伊莱（南京）药业有限公司 W5N03
人事部电话：025-68577756-801
人事部邮箱：zph@topsun-pharm.com
[岗位职责]：
1、搜集行业政策、了解同行业动态及市场行情，制定应对
措施和销售策略；2、负责区域内市场的客户开发及维护、
专家联系、渠道管理；严格完成公司分配的业绩目标；3、
负责区域内产品售后支持，终端客户反馈意见、建议的跟
进。
[任职要求]：
1、动物医学，动物营养或者药品行业，有销售经验优
先；2.具有区域内终端客户或经销商渠道；3.具有很强的抗
压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4、吃苦耐劳、抗压力强、能适
应经常出差。
[薪资]：
底薪+提成5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出差补贴/出国培训/公司旅游/过节福利/年终奖

网络平台与媒体运营主管 上海长
宁区
萌宗 E5S01
人事部电话：13818255113
人事部邮箱：petamigo@163.com
[岗位职责]：
负责运营和维护公司的网店、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协助网上直播，对接媒体。
[任职要求]：
网络平台与媒体运营从业经验2年以上者。宠物主优先。
[薪资]：
4000-6000
[岗位额外福利]：
业绩奖励/公司期权

城市合伙人 除上海、青岛以外的各直辖
市、省会城市或主要城市
萌宗 E5S01
人事部电话：13818255113
人事部邮箱：petamigo@163.com
[岗位职责]：
负责当地宠物食品市场的开拓，联系当地宠物实体店家，组
织市场推广活动，收集市场数据，负责当地客户的售后及增
值服务。
[任职要求]：
1、宠物行业从业经验2年及以上者；2、在当地宠物行业有
较广人脉者优先，有执业兽医、宠物营养师、驯导师等资质
者优先。
[薪资]：
4000-2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业绩奖励/公司期权

大区经理 南京
南京谷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01
人事部电话：025-86380676
人事部邮箱：sl@shengjinhe.cn
[岗位职责]：
1、拓展、管理销售渠道，协调维护客户关系，完成销售指
标；2、负责客户订单跟踪，应收账款回收工作；3、进行
客户分析，挖掘用户需求，开发新的客户和新的市场领域。
[任职要求]：
1、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抗压能力强；2、喜欢宠物、有同
行业经验优先考虑；3、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责任心强，
能适应不定期出差。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带薪年假/专业培训

品牌运营（市场部） 南京
南京谷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01
人事部电话：025-86380676
人事部邮箱：sl@shengjinhe.cn
[岗位职责]：
1、网络渠道的品牌推广；负责活动方案的策划、执行；2、
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品牌推广活动的落地执行；3、开拓整
理网络媒体资源，匹配公司项目运营工作；4、完善品牌在
百度贴吧/微博/头条/等媒体的形象建设。
[任职要求]：
1、吃苦耐劳，抗压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思
路清晰，善与他人合作交流；2、应变能力强，能应对临时
性突发事件；3、熟悉自媒体、传统媒体的相关运作推广方
式。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带薪年假/专业培训

电商渠道开发 南京
南京谷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01
人事部电话：025-86380676
人事部邮箱：sl@shengjinhe.cn
[岗位职责]：
1、开拓电商渠道，完成销售指标；2、协调维护客户关系，
建立客户数据库，了解不同规模用户的现状与可能需求；3
、负责客户订单跟踪，应收账款回收工作；4、进行客户分
析，挖掘用户需求，开发新的客户和新的市场领域。
[任职要求]：
1、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销售经验；有渠道资源优
先；2、抗压能力强；喜欢宠物、有同行业经验优先考虑；3
、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责任心强，能适应不定期出差。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带薪年假/专业培训

电商运营 南京
南京谷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01
人事部电话：025-86380676
人事部邮箱：sl@shengjinhe.cn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电商平台运营，包括活动策划、在线宣传推广
等；2、负责定期制定店铺整体推广方案并负责实施，对推
广效果进行评估，对店铺及产品访问量、转化率数据进行分
析；3、整理每日、周、月监控的数据：流量数据、营销数
据、交易数据；4、统筹店铺资源，带领团队，协调设计，
做好新品上市，老品优化。
[任职要求]：
1、熟悉电商渠道等推广方法；熟悉电子商务平台及淘宝店
铺运营管理，熟悉各类网络营销推广方式；2、有一定的策
划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维及数据分析能力强；3、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带薪年假/专业培训

宠粮线下渠道销售大区经理 宁
波鄞州
宁波亿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5S66
人事部电话：0574-86663693
人事部邮箱：zhangjun@yihuanggroup.com
[岗位职责]：
1、负责通过招商会议、线下展业、网上推广等形式，展开
供应商的招商工作，引导供应商入驻；2、负责引导、培训
供应商上传商品、库存价格维护、促销政策制定及发布；3
、与门店招商部形成业务协同，促进销量拉升，不断增强供
应商粘性。
[任职要求]：
1、熟悉宠粮行业线下渠道，对宠物行业有深度了解且有自
己的见解；2、有销售经验，善于洞察客户心理，口齿清晰
流利，掌握销售话术技巧，应变能力快。
[薪资]：
面议

宠粮营养学专家 宁波鄞州
宁波亿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5S66
人事部电话：0574-86663693
人事部邮箱：zhangjun@yihuanggroup.com
[岗位职责]：
通过自身对宠物的认知，带动团队更深层次了解各类产品，
能在产品受到不合理质疑时运用宠物理论知识进行应对，在
顾客咨询宠物饲养问题时能进行合理解释和辅助引导。
[任职要求]：
对各类宠物十分了解，善于分析养宠人士心理以及宠物行
为。对宠粮各类成分作用于宠物的效用经验充足，同时掌握
各类宠物疾病的应对，可以及时给出合理应对方案，做到对
每一款产品进行深度的剖析理解。
[薪资]：
面议

销售精英 上海
秦皇岛墨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7K69
人事部电话：18533537393
人事部邮箱：871955953@QQ.COM
[岗位职责]：
展品推广及销售
[任职要求]：
喜爱猫，对猫有一定了解
[薪资]：
底薪+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奖金

销售 青岛
青岛彬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S78
人事部电话：13708951638
人事部邮箱：516820595@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市场开发及客户拓展； 2、完成公司下达的业绩指
标；3、针对所负责范围内产品的推广及实施方案。
[任职要求]：
1、3-5年相关经验，大专及以上学历；2、有快速消费品或
者宠物食品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考虑；3、热爱并乐于从
事销售工作，有较强的交际沟通能力。
[薪资]：
底薪+提成

生产厂长 青岛
青岛彬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S78
人事部电话：13708951638
人事部邮箱：516820595@qq.com
[岗位职责]：
1、建立现场管理制度，根据公司生产计划，组织实施车间
生产计划。合理调配人员和设备，确保生产进度，提高生产
效率；2、对生产作业过程进行监督、指导，同时进行生产
质量控制，保证生产质量；3、指导培训现场管理知识；推
进5S现场管理制度，实现生产车间标准化管理。
[任职要求]：
1、高度责任心；2、大专以上学历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3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薪资]：
6000-8000元

业务经理 
青岛道格斯麦食品有限公司 N3S39
人事部电话：13791973798
人事部邮箱：1634204@qq.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战略规划，制定个人的销售计划和目
标；2、不断了解客户服务或产品的卖点，满足其推广需
求；3、负责团购产品市场调研和需求分析；4、可独立制订
并实施有效的开拓谈判计划；5、开发新客户、新市场，增
加产品销售范围，并维护重要客户关系；6、完成公司要求
的业绩指标。
[任职要求]：
1、会开车优先；2、对销售和市场拓展有着浓厚的兴趣，
热爱销售工作；3、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较强的公关能力、应变能力和商务谈判能力；4、熟悉互联
网，良好的计算机应用技能；5、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较
强的品牌及营销策划能力；6、有线下商务拓展工作经验者
优先。
[薪资]：
年薪10万+
[岗位额外福利]：
年利润分红

食品研发 
青岛道格斯麦食品有限公司 N3S39
人事部电话：13791973798
人事部邮箱：1634204@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宠物食品的产品升级和更新换代工作；2、负责新产
品的研发，并配合车间规模化生产；3、负责原材料筛选、
评估与成本控制；4、其它相关产品研发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动物营养、畜牧兽医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等相关专业；2、举止言谈文明守信，有高度的责任心、良
好的团队合作精神；3、经验要求：至少3年以上宠物食品
行业或同岗位工作经验；4、具备多年的食品研发及管理经
验，能够成功开发出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5、有
宠物食品及代加工行业资源者优先；6、有工作经验者优
先。
[薪资]：
年薪8万+
[岗位额外福利]：
年利润分红

各省区销售经理 湖北省、福建省、安
徽省、江苏省、云贵省、四川省、湖南省、山
东省、河南省、江西省、东三省、广西区、广
东省、浙江省、广佛地区
赛恩贝宠物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E5K61
人事部电话：020-83706812/15999971786
人事部邮箱：kary@siampet.net
[岗位职责]：
1、负责各省区区域的全部生意；2、负责开发新市场，迅
速建立优质经销商网络；3、负责宠物食品的销售推广及管
理，工作对象主要为各区的宠物实体店；4、负责带领团队
在管辖区域内销售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完成销售任务；5、
负责区域内市场信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析；6、完成上
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动物医学，动物营养学专业
优先；2、有宠物食品、母婴奶粉、快消品行业市场销售管
理经验优先考虑；3、较强的市场开发、推广能力；4、良好
的沟通能力；5、高度的事业心及敬业精神。
[薪资]：8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底薪+绩效奖金（或项目奖）+年终奖+各类补贴/五险/活
动/培训/有薪假期/礼物

宠物KOL推广经理 广州
赛恩贝宠物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E5K61
人事部电话：020-83706812/15999971786
人事部邮箱：kary@siampet.net
[岗位职责]：
1、熟悉宠物行业，有一定推广资源，经常与行业内的影响
人物交流沟通并做到推广产品、建立品牌效应、传播品牌价
值；2、负责红人推广的卖点提炼，文案编写；3、拓展终端
市场，分析推广效果并及时反馈，实时调整内容和方案；4
、完成上级交办临时性工作。
[任职要求]：
1、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有良好的工作习惯态度；2、
热爱宠物，看见猫猫狗狗目不转睛的，养宠者优先；3、爱
写作，内心细腻敏感，文字撰写能力强，能独立完成文章写
作，产出好内容；4、有想法，鬼点子多，执行能力强，喜
欢不断创新；5、熟悉抖音、头条、小红书等网络平台，有
较强的市场挖掘力；6、对新媒体运营流程、架构、内容、
功能、营销等了如指掌。
[薪资]：
10000-12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朝九晚六，周末双休/底薪+绩效奖金（或项目奖）+年终奖
+各类补贴/五险/活动/培训/有薪假期/礼物

大区经理 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
山东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E5S26
人事部电话：15266133108
人事部邮箱：258696084@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在本区域各渠道推广销售；2、负责本区域销售
团队搭建、培训；3、收集区域竞品信息并汇总上报。
[任职要求]：
1、专科及以上学历；2、从事过宠物行业经历者优先考
虑；3、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薪资]：
8000-15000元+提成

运营岗（天猫、京东、1688
） 山东威海
山东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E5S26
人事部电话：15266133108
人事部邮箱：258696084@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店铺整体运营，提高品牌影响力和成交量；2、负责
店铺的销售管理工作；3、负责与美编组沟通配合完成产品
实拍、后期编辑、美化；4、熟悉营销工具（直通车等）。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聘用电子商务相关专业人员，一年
以上运营经验者优先录用；2、有丰富的互联网营销及促销
经验；3、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
[薪资]：
面议

社交平台推广员 任意
汕头市灿成工艺玩具事业有限公司 
E2L58
人事部电话：15989834818
人事部邮箱：colinchan818@hotmail.com
[岗位职责]：
熟悉宠物用品行业社交平台推广，精准抓取用户
[任职要求]：
对工作认真负责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团队不定时团建

宠物用品业务员（外销） 广东或
上海
汕头市灿成工艺玩具事业有限公司 
E2L58
人事部电话：15989834818
人事部邮箱：colinchan818@hotmail.com
[岗位职责]：
对我们宠物推车及其他宠物用品做外贸推广，占领市场份额
[任职要求]：
对工作认真负责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团队不定时团建

宠物用品业务员（内销） 广东或
上海
汕头市灿成工艺玩具事业有限公司 
E2L58
人事部电话：15989834818
人事部邮箱：colinchan818@hotmail.com
[岗位职责]：
对我们宠物推车及其他宠物用品做内贸推广，占领市场份额
[任职要求]：
对工作认真负责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团队不定时团建

产品设计师（宠物推车） 广东或
上海
汕头市灿成工艺玩具事业有限公司 
E2L58
人事部电话：15989834818
人事部邮箱：colinchan818@hotmail.com
[岗位职责]：
对宠物推车进行外观和结构功能设计
[任职要求]：
对工作认真负责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团队不定时团建

线上推广 广东或上海
汕头市灿成工艺玩具事业有限公司 
E2L58
人事部电话：15989834818
人事部邮箱：colinchan818@hotmail.com
[岗位职责]：
做宠物推车线上推广的运营
[任职要求]：
对工作认真负责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团队不定时团建

公益伙伴 上海
上海艾宠科技有限公司 W4N18
人事部电话：18717831850
人事部邮箱：tom@chongbaby.cn
[岗位职责]：
关心城市流浪动物管理。
[任职要求]：
有线上流量置换平台的宠物行业或公益组织
[薪资]：
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千万级流量扶持/小程序联动/社区资源共享/软硬件技术支
持

全国市场总监 上海
上海艾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N5H61
人事部电话：021-61816166
人事部邮箱：zhouyijun@shanghaiags.com
[岗位职责]：
一、直接上级：事业部总经理；二、岗位职责：全面负责
公司两大进口品牌DAVIS和MITO在大中华区（含港澳台地
区）的品牌推动，对业绩和利润负责。1、DAVIS是美国
主流的宠物美容洗护品牌，至今超过40年历史，产品力优
势明显；2、MITO5051益生菌是美国尖端生物科技公司
Imagilin的核心产品之一。MITO5051益生菌是一种功效性
益生菌，具有明显的产品优势。
[任职要求]：
1、熟悉宠物行业，对全国市场及代理商情况熟悉；2、有很
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领导力；3、具备品牌营销专业知识和
实际操作经验（有成功案例加分），品牌传播、产品引进、
渠道推广、消费者活动都能掌控；4、8年以上工作经验，
宠物行业经验不少于3年，有快消市场部经验是加分项；5
、30-40岁之间、大学本科及以上，身心健康为人正派
[薪资]：
1、基本年薪：40-66万（具体面议）2、业绩提成：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表现优异有机会参与分红

财务总监 上海虹桥
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N3B01
人事部电话：021-80302666
人事部邮箱：HR1@bpet.cn
[岗位职责]：
1、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2、建立健全公司财务系
统的组织结构，设置岗位，明确职责，保障财务会计信息质
量，降低经营管理成本，保证信息通畅，提高工作效率；3
、对销售业务、贸易进出口相关经营状况以及工厂财务进行
分析与监控，提交分析报告及改善建议，为管理层决策提供
参考。
[任职要求]：
1、10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5年以上快消行业营销财务管
理经验，有财务整体运营及财务系统的搭建工作经验，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金融等相关专业毕业；2、熟
知国家财经法律法规政策，具备财务系统及部门的搭建能
力；3、具有优秀的人员管理能力与领导力，能够以身作
则，工作严谨负责，为人正直，坚持原则。
[薪资]：
面议

CRM 总监 上海虹桥
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N3B01
人事部电话：021-80302666
人事部邮箱：HR1@bpet.cn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和战略，制定会员营销策略、发展规
划；推动增加有效会员数量、会员粘性、重复购买率和会员
消费占比等指标的提升；2、致力于提升顾客满意度，从而
推动销量增长并实现长期可持续盈利；3、负责会员管理体
系的建设、维护和完善，提升用户消费体验；4、协同外部
供应商和总部IT，搭建并不断优化CRM客户关系管理平台。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五年以上CRM 管理或微信微博运营
管理，有消费者管理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2、具备良
好的业务敏锐度；具备良好的项目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具
备良好的亲和力；3、具有专业的市场敏锐度和谈判技巧；
熟练应用office办公软件；4、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和团队管理能力，执行力强。
[薪资]：
面议

内容和社交电商经理 上海虹桥
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N3B01
人事部电话：021-80302666
人事部邮箱：HR1@bpet.cn
[岗位职责]：
1、建立内容和社交电商营销模式和团队，协助决策层制定
公司社群营销和内容营销的SOP；2、针对给出的品牌、产
品，负责各平台、版块的内容制作、软文撰写、图文编辑
及发布，分析ROI，并持续迭代内容和媒体/KOL/达人网红
的选择；3、负责内容和社交电商（包括但不限于微信、云
集、有赞、贝店、小红书、淘宝头条等）平台渠道的开拓、
投入、运营管理和维护，发展合作伙伴。
[任职要求]：
1、具备千万级以上电商操盘经验，拥有内容营销或社交
电商资源；有独特的见解，有社群、淘客、大微商、网
红、KOL资源经验者优先；2、熟悉微信、云集、贝店、环
球捕手、小红书、淘宝头条等社交平台；3、年龄在35岁以
下，本科及以上学历（有资源者可放宽条件），3年以上内
容或社交电商工作经验；4、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谈判能
力、应变能力及超强的执行能力。
[薪资]：
面议

电商分销业务经理 上海虹桥
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N3B01
人事部电话：021-80302666
人事部邮箱：HR1@b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比瑞吉品牌及旗下品牌系列产品电商分销工作，包
含开发、维护客户，根据公司政策开展电商分销的招商工作
和客户维护工作；2、完成既定网络分销布局及相关分销事
宜；3、完成既定的分销任务；4、及时反馈分销、动销情
况，并作出相应政策调整，优化分销商结构；5、帮助分销
商实现动销，并定期协助分销商进行促销活动。
[任职要求]：
1、熟悉电商分销工作，熟悉铺货流程，有3年以上的电商分
销经验；2、电商运营经验优先；3、宠物行业经验优先；4
、善于言谈，主动销售意识强；5、执行能力强,并且有主动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意愿。
[薪资]：
面议

市场专员 上海
上海宠爱商贸有限公司 E7F21 E7G01 
E7G51
人事部电话：13611743807
人事部邮箱：franco_0083@qq.com
[岗位职责]：
1、参于品牌市场调研、品牌推广计划的策划和执行；2、负
责各项推广活动执行进度的统计和回顾；3、负责市场部产
品标签、产品说明、海报等制作工作；4、负责展会广告跟
进工作；5、负责新产品上市跟进工作；6、负责促销活动制
定；6、负责网络推广工作；8、完成上级交给的其他事务性
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营销、管理类专业为佳；2、有1年以上
市场营销工作经验；3、优秀的文案编辑能力；4、熟悉宠物
行业或养宠人士优先考虑；5、英语水平良好。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带薪年假/体检/旅游/节日福利

区域销售 上海、北京、南京
上海宠爱商贸有限公司 E7F21 E7G01 
E7G51
人事部电话：13611743807
人事部邮箱：franco_0083@qq.com
[岗位职责]：
1、在公司整体的战略指导下，负责区内加盟商开拓及维护
工作；2、负责销售目标的完成及回款；3、挖掘市场及客户
资源，增强公司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4、负责客户售后
处理；5、负责合同洽谈、签订、续约等相关工作；6、完成
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有1年以上快消品或市场拓展经验，有宠物行业销售工作
经验者优先；2、具有丰富的营销经验及理论知识；3、口
齿伶俐，相貌端正，亲和力强；4、能吃苦耐劳，承压能力
强，团队观念强；5、诚信诚实，人品端正。
[薪资]：
9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带薪年假/团建/体检/旅游/节日福利/高温费/交通补贴

运营专员 上海
上海宠爱商贸有限公司 E7F21 E7G01 
E7G51
人事部电话：13611743807
人事部邮箱：franco_0083@qq.com
[岗位职责]：
1、各电商平台后台系统基础性操作；2、了解平台资源，与
采销沟通争取资源，制定相关的活动计划和推广计划；3、
跟进物流状况，确保货能够及时安全入库，确保活动稳定进
行；4、时时了解平台特点和操作流程的变动，根据变动调
整工作思路。
[任职要求]：
1、有寺库运营、唯品会 、 魅力惠、 考拉 、东方购物 、小
红书 等相关工作经验皆可；2、性格开朗、工作细致、认真
积极、讲求效率，有较强的理解、沟通和适应能力；3、应
变能力强，并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4、具备线上活动企划
经验；5、一具有流程管理、团队合作、创意判断、策略思
考的能力。
[薪资]：
8000-12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带薪年假/团建/体检/旅游/节日福利

新媒体市场运营专员 上海
上海道嫒思贸易有限公司 N5K71
人事部电话：021-52948100
人事部邮箱：info@doais.cn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的建
设运营及管理，提升各平台的影响力、活跃度、传播力等，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2、独立策划推广活动及文案内
容，为粉丝提供优质高传播性的新媒体内容。建立有效运营
手段。与粉丝良好互动，提升用户粘性，增加粉丝数及留存
率，提高关注度；3、负责社群组建及运营，包含社群活动
策划实施等，建立裂变、分享机制，促进老带新，建立完善
的社群体系，增加用户对平台的粘性；4、分析用户需求，
指定社群引流，转化方案，完成社群增长和转化目标。
[任职要求]：
1、熟悉当前主流社交媒体（微信微博小红书等），能根据
公司市场策略规划组织相关平台的活动，撰写编辑运营相关
文案，拉动和提高粉丝活跃度；2、有宠物行业新媒体运营
经验者优先；3、有较好的文字功底，熟悉PS等图片及视频
编辑软件。
[薪资]：
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欧洲培训机会

市场推广专员 上海
上海道嫒思贸易有限公司 N5K71
人事部电话：021-52948100
人事部邮箱：info@doais.cn
[岗位职责]：
1、渠道布局：识别、理解公司宠物用品类发展战略、经营规
划，了解行业现状，规划及调整公司经营网络、销售渠道布
局，开发、拓展匹配符合公司发展定位、产品特点的销售渠
道；2、渠道发展：负责所辖区域宠物产品新渠道拓展、开发新
代理商等工作，帮助提升业务销量、产品分销；3、商务管理：
落实新代理商、经销商等多作合作模式的商务合同、服务协议
的签订，维护与保持良好的客情关系，帮助解决合作期间的各
类问题，推动双赢、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4、销售运营：负责
所辖区域、客户销量目标分解，制定有效的方案或新品、产品
组合方案，跟进、落实销售目标实现；5、市场洞察：分析及研
究行业发展趋势、竞争对手、营销模式等变化，收集数据、信
息并及时作调整、建议；6、内部协同：与市场部、供应管理部
等相关部门保持良性业务沟通，为年度销量目标、新品组合等
方案实现提供保障支持。
[任职要求]：
1、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法律等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宠
物用品渠道拓展成功经验优先；2、具备宠物用品的渠道拓展、
代理商开发等工作；3、性格外向、积极乐观、全局思维、思路
清晰，良好统筹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谈判能力、超强的学习
与抗压能力；4、一年以上宠物用品行业渠道拓展、商务谈判、
营销管理实操经验。
[薪资]：6000元+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欧洲培训机会

电商客服 上海杨浦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7K21
人事部电话：15821152013
人事部邮箱：hr@cature.cn
[岗位职责]：
1、使用旺旺和电话等工具接待客户咨询，解答客户疑惑，
引导促使用户购买；2、按照服务流程标准，处理好订单，
提升消费者满意度；3、负责处理用户投诉，安抚用户情绪
并提出合理解决方案；4、参与制定内部服务流程，保障流
程的正常运作，以降低投诉率和提高用户满意度。
[任职要求]：
1、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热情细心，具有亲和力；2、
打字速度快，盲打速度在60-80字以上；3、积极，独立良
好的驱动能力，抗压能力强，以结果为导向；4、语言表达
能力强，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同理心，能很好的安抚用户情
绪；5、问题分析与总结归纳能力，能够根据case还原用户
场景，分析用户问题本质；6、有一定的售前/售后客服经验
优先，有投诉处理经验和流程制定经验优先。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内购宠物用品

资深平面设计师（主管方向） 
上海杨浦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7K21
人事部电话：15821152013
人事部邮箱：hr@cature.cn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品牌设计，以及相关VI的规范建立，衍生品周
边创意设计以及规范；2、负责对接日常公司设计需求，进
行创意设计；3、能够独立完成线上线下活动的主视觉创意
设计；4、可以驾驭不同的设计风格；5、能够组织设计小
组，完成整个设计流程，带领组员完成设计工作；6、对新
人进行设计培训和指导。
[任职要求]：
1、热爱设计，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精益求精；2、善于
沟通，思维活跃，具有团队合作精神；3、了解设计趋势，
理解用户，善于学习；4、具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积极
的工作态度；5、美术专业，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
设计经验；6、有插画创作能力者优先考虑；7、 精通相关
设计软件，如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等图形软
件；8、热爱宠物，有饲养宠物经验者优先。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内购宠物用品

平面设计师 上海杨浦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7K21
人事部电话：15821152013
人事部邮箱：hr@cature.cn
[岗位职责]：
1、负责对接日常公司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2、能够独
立完成产品包材的创意设计以及相关物料设计；3、有成熟
的设计案例、扎实的平面设计功底；4、对于印刷和物料工
艺有一定了解，具有完稿能力；5、参与其他物料的平面设
计，如展示，展册等。
[任职要求]：
1、热爱设计，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精益求精；2、善于
沟通，思维活跃，具有团队合作精神；3、了解设计趋势，
理解用户，善于学习；4、具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积极
的工作态度；5、美术专业，大专以上学历，1年以上相关设
计经验；6、有插画创作能力者优先考虑。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内购宠物用品

销售 上海
上海浩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5L61
人事部电话：18616683303
人事部邮箱：zhangym@heaopet.com
[岗位职责]：
1、严格完成公司总部分配业绩目标；2、负责区域内市场的
客户开发及维护、专家联系、渠道管理；3、负责区域内产
品销售计划的订制、执行；4、负责区域内销售激励政策的
制订及实施；5、负责区域内产品售后支持,终端客户反馈意
见、建议的跟踪。
[任职要求]：
1、具有宠物医疗行业销售1年以上工作经验优先；2、具
有很强的学习、应变、抗压及调解说服等能力；3、动物医
学、药学等临床相关专业优先；4、对于销售有热忱，也喜
欢宠物的你，欢迎你的加入。
[薪资]：
底薪+提成3500~6000
[岗位额外福利]：
交通补助/伙食补助/五险一金/定期团建

实体店渠道业务发展专员（浦
东区域） 上海
上海嘉宠商贸有限公司 N1S11
人事部电话：13357185161
人事部邮箱：82529736@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区域内宠物店客户的开拓及维护；2、促销活动安排
及落实；3、正确传递产品信息，并辅导客户销售；4、完成
相关业务报表；5、服从上级主管的安排，努力完成公司下
达的销售指标。
[任职要求]：
1、有宠物行业销售经验，优先考虑；2、普通话流利，形象
健康，无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3、性格乐观、积极，具
有学习新事物的动力并能承受销售压力；4、具有坚定的执
行力，并能不断挑战新目标；5、喜欢宠物及宠物行业。
[薪资]：
6000-7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面议

电商渠道业务发展专员 上海
上海嘉宠商贸有限公司 N1S11
人事部电话：13357185161
人事部邮箱：82529736@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电商渠道客户的开拓及维护；2、各大平台节日的促
销活动安排及落实；3、正确传递产品信息，并辅导客户销
售；4、完成相关业务报表；5、服从上级主管的安排，努力
完成公司下达的销售指标。
[任职要求]：
1、有宠物行业电商渠道销售经验，优先考虑；2、普通话流
利，形象健康，无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3、性格乐观、
积极，具有学习新事物的动力并能承受销售压力；4、具有
坚定的执行力，并能不断挑战新目标；5、喜欢宠物及宠物
行业。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面议

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
上海汪萌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H21 
E7F11
人事部电话：13818670369 Joan
人事部邮箱：joan.gu@vetreskanyc.com
[岗位职责]：
1、熟悉宠物用品，床，玩具。了解宠物用品，玩具的流行
趋势；2、维护客户，并逐步开拓新客户；3、按照公司规
划逐步推进宠物美容用品的区域分销；4、严格执行公司的
销售政策，完成销售任务；5、全面对接供应商、仓库、物
流、内部沟通协调等事务；6、完成区域内的销售指标，维
护客情。以及提高区域市场内的门店覆盖。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类，畜牧兽医类相关专业尤
佳；2、有展会经验；3、具备较强的市场分析、营销、推
广能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4、具备较强的执行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5、对销售
工作感兴趣，适应出差；6、乐于沟通，善于表达，性格外

[薪资]：
底薪7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提成

实体销售人员 广东、北京、上海、南
京、杭州、合肥
上海唯仁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K51
人事部电话：021-54884362（转8230）
人事部邮箱：lanrong@rueyjenr.com
[岗位职责]：
1、拜访实体店客户；2、维护客户关系；3、开发新客户。
[任职要求]：
有养宠经验及快消品行业经验。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绩效奖金/工作补贴

华南大区经理 广州
上海唯仁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K51
人事部电话：021-54884362（转8230）
人事部邮箱：lanrong@rueyjenr.com
[岗位职责]：
1、完成公司销售回款任务；2、代理商业务管理；3、区域
团队组建管理。
[任职要求]：
有养宠经验及快消品行业经验。
[薪资]：
20000-3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绩效奖金/工作补贴

销售代表 上海
上海信元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N1A51
人事部电话：021-54405351
人事部邮箱：chenlifeng@singen.com.tw
[岗位职责]：
1、有效地向经销商、零售商推荐和卖进产品；2、100%完
成公司销售目标；3、完成公司分销/陈列目标；4、新客户
的关系建立和销售工作，老客户的关系维护和订单跟踪；5
、根据公司规定完成每周路线计划的定点拜访 。
[任职要求]：
1、有宠物行业销售经验者优先。能承受高强度压力者优
先；2、喜欢小动物，有犬猫饲养、繁育经验者佳。
[薪资]：
面议

销售 全国
上海粤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5E01
人事部电话：15121137339 严先生
人事部邮箱：2859370618@QQ.com
[岗位职责]：
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有亲和力，有
销售经验者优先。
[任职要求]：
1、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有团队协作精神，
善于挑战；2、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
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3、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
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
[薪资]：
面议，底薪+提成，薪资不封顶

销售 面议（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辖区）
上海照萤贸易有限公司 N2S51
人事部电话：021-53550027
人事部邮箱：recruitment@zoyeer.cn
[岗位职责]：
1、负责区域宠物产品的销售，完成公司制定的销售额及回
款计划；2、在本辖区内建立销售网及扩大公司产品覆盖
率；3、每月制定拜访线路图，与辖区内经销商、门店保持
良好的关系；4、按要求管理、维护市场价格和市场秩序；5
、参加公司召开的销售会议或组织的培训；6、协助经销商
管理、培训经销商销售团队；7、及时收集市场及竞品信
息；8、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专科及以上学历；2、三年以上宠物行业销售经验；熟
悉相关行业客户情况，有较多的经销商资源；3、具有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和市场分析能力；4、具有优秀的表达能力和
理解能力，善于沟通和协调；5、勤奋、敬业、勇于接受挑
战。
[薪资]：
面议（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业务提成组成）

点创 上海
上海箴焰商贸有限公司 N3K51
人事部电话：李鹏程 13127777009
人事部邮箱：lipengcheng112q@126.com
[岗位职责]：
让梦想变成现实。
[任职要求]：
将无数不可能的案例变成可能，只要你有好的文案、设计，
只要你敢说我们敢与你一起尝试。
[薪资]：
产品有价，创意无价，面议

产品设计总监 上海
上海箴焰商贸有限公司 N3K51
人事部电话：李鹏程 13127777009
人事部邮箱：lipengcheng112q@126.com
[岗位职责]：
负责团队与产品的整体走向，对市场要有前瞻性。
[任职要求]：
基本设计软件都没问题，脑洞大，做事效率高，文能提笔画
草图，武能双腿跑市场。
[薪资]：
8000-15000元

渠道专员 天涯海角
上海箴焰商贸有限公司 N3K51
人事部电话：李鹏程 13127777009
人事部邮箱：lipengcheng112q@126.com
[岗位职责]：
负责B端与c端客户。
[任职要求]：
我有好的产品，你有优秀的渠道为何不一起搞搞事情，别看
啦，说的就是你，呦呦，还读上啦。
[薪资]：
5000元，上不封顶

业务经理 上海
上海箴焰商贸有限公司 N3K51
人事部电话：李鹏程 13127777009
人事部邮箱：lipengcheng112q@126.com
[岗位职责]：
负责所辖区域的客户维护与开发。
[任职要求]：
对用品行业有一定经验，能讲段子，肯吃苦，有线上渠道者
优先。
[薪资]：
5000-10000元

产品外观设计 上海、深圳、厦门
尚昊佳（厦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M71
人事部电话：18030299956
人事部邮箱：sales6@senhojoy.com
[岗位职责]：
新产品开发。
[任职要求]：
1、工业设计专业；2、自己有养宠物（猫或狗）3年以
上；3、有过家居用品设计经验2年以上，请先发案例作品再
联系。
[薪资]：
8000-2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季度奖金/年度奖金/差旅补贴/社保/国家法定假日

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厦门
尚昊佳（厦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M71
人事部电话：18030299956
人事部邮箱：sales6@senhojoy.com
[岗位职责]：
1、负责所辖区域销售布局；2.、产品培训；3.、开拓市
场。
[任职要求]：
1、宠物行业销售3年以上经验；2、大专以上学历，思维清
晰；3、积极上进，认真负责。
[薪资]：
6000元，上不封顶
[岗位额外福利]：
季度奖金/年度奖金/差旅补贴/社保/国家法定假日

销售经理 浙江绍兴
绍兴市顶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3D51
人事部电话：18258046462
人事部邮箱：1137432298@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所辖区域的业务拓展，客户开发，完成销售目
标；2、建立销售团队，搭建销售体系建设。
[任职要求]：
1、宠物食品行业，有3年以上从业经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和人际关系，熟悉宠物产品圈内线下销售；2、能承受较大
的工作压力，有市场分析和判断能力。
[薪资]：
年薪20万
[岗位额外福利]：
双休/节假日福利/房补/餐补/舒适的工作环境/年度旅游/团
建

电商运营经理 浙江绍兴
绍兴市顶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3D51
人事部电话：18258046462
人事部邮箱：1137432298@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店铺整体运营计划，完成年度销售额，负责推广及
引流，进行竞品分析，行业数据分析等；2、针对推广效果
进行跟踪，评估，及时提出营销改进措施，给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3、制定团队工作计划，指导团队实现高效率运作。
[任职要求]：
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实际电商运营经
验；2、熟悉国内电商环境，对电商各流程环节如运营、推
广有相当丰富经验，熟练应用电商营销手段和方法；3、较
好的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
[薪资]：
年薪15-20万
[岗位额外福利]：
双休/节假日福利/房补/餐补/舒适的工作环境/年度旅游/团
建

京东运营 浙江绍兴
绍兴市顶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3D51
人事部电话：18258046462
人事部邮箱：1137432298@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京东店铺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制定有效推广方案并
实施，提升销量；2、了解京东规则，有清晰的电商运营思
维。
[任职要求]：
有京东自营或者POP或者渠道等和京东运营有关的经验，有
良好的学习能力。
[薪资]：
4000-6000元，根据能力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双休/节假日福利/房补/餐补/舒适的工作环境/年度旅游/团
建

文案策划 深圳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4M21
人事部电话：张先生13828878886
人事部邮箱：tony@bematechina.com
[岗位职责]：
1、精准把握客户需求，负责策划行业发布会、营销活动、
线上线下等各类公关活动方案；2、负责撰写各类公众号
软文、通知函等文案，新媒体策划、运营；3、可独立负责
组织公关活动项目，并进行提案。有效展示公司实力；4、
负责所有展会的策划方案；5、协助上级完成全年度策划方
案。
[任职要求]：
1、具有3年以上广告、公关公司相关行业从业经验；2、高
度的审美意识，良好的文字功底和品牌策划能力，能独立完
成全程策划及执行；3、具备优秀的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有良好的市场营销品牌传播；4、负责与客户的项
目沟通，在方案形成前期擅长收集客户行业信息，负责完成
公司所承接的各类推广活动策划。
[薪资]：
8000-13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年终奖/年假/公司团队活动

视频拍摄 深圳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4M21
人事部电话：张先生13828878886
人事部邮箱：tony@bematechina.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宠物的产品拍摄、公司宣传拍摄、小短片制
作；2、对拍摄的素材进行后期制作；3、独立完成创意策
划、特效等制作工作；4、完成各类短片剪辑、制作字幕，
以及短片包装等。
[任职要求]：
1、有视频拍摄经验，能独立完成短片制作；2、素材的拍
摄（含外拍）具备摄影摄像的能力；3、具有创意思维、工
作效率高、有良好的沟通能力；4、熟练领悟和运用镜头语
言，有一定的镜头感，能把握和掌握整片风格；5、懂新媒
体内容玩法，了解网络视频行业，熟悉视频网站基础上传、
推荐、运营规则。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年终奖/年假/公司团队活动

销售代表 深圳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4M21
人事部电话：张先生13828878886
人事部邮箱：tony@bematechina.com
[岗位职责]：
1、市场开拓及维护，开拓等线下销售渠道，能接受出差优
先考虑；2、按照公司年度季度及月度工作计划开展产品销
售及推广活动，介绍产品并提供相应支持与协助；3、对所
服务区域的品牌客户进行产品宣传、产品知识培训、货品
陈列、公关促销等相关工作；4、建立客户资料卡及客户档
案、完成相关销售报表。
[任职要求]：
1、教育背景学历不限；2、有养宠及宠物行业从业经验优
先；3、受过市场营销、顾问式销售等方面的培训；4、经
验1年及以上宠物行业销售经验或1年以上销售经验技能技
巧；5、熟悉市场营销工作。
[薪资]：
6000-11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年终奖/年假/公司团队活动

资深设计 深圳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4M21
人事部电话：张先生13828878886
人事部邮箱：tony@bematechina.com
[岗位职责]：
1、积极参与创意、策略研讨；2、准确掌握客户意图，独立
完成工作，提交高质量的设计作品；3、负责公司市场活动
项目及公司品牌运营设计工作；4、保证设计产品整体上的
美观性，达到良好的视觉表达效果，保证客户的满意度；5
、协助其它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和设计水平。
[任职要求]：
1、热爱宠物行业，有养宠更佳；2、具有强烈敏锐的感受
能力、较强对作品的美学鉴定能力以及对设计构想的表达能
力； 3、精通各项平面设计类相关软件；4、两年以上广告
或公关行业经验，完整的产品推广全案创意执行的工作经
验；5、能熟练策划设计企业(VI)整体系统；必须有丰富的
画册设计、平面广告设计、包装设计、VI设计经验。
[薪资]：
10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年终奖/年假/公司团队活动

项目合伙人 深圳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5B01
人事部电话：400-7888-388
人事部邮箱：2307807482@qq.com
[岗位职责]：
负责项目中产品在市场上全方位品牌形象塑造，市场覆盖和
营销，即新产品的市场分析预测，品牌形象塑造，产品营销
方案策划，市场策略制定与落地，销售政策制定与落地，后
期产品品牌形象的持续打造。
[任职要求]：
国际化规范型宠物行业大公司资深品牌策划、营销策划、产
品规划5年以上经验。
[薪资]：
年薪20万+提成（年收入超过100万）

大区经理 全国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5B01
人事部电话：400-7888-388
人事部邮箱：2307807482@qq.com
[岗位职责]：
1、对本区域销售业绩负责； 2、对本区域业务团队管理负
责；3、对本区域店面铺货，陈列呈现负责。
[任职要求]：
国际化规范型宠物行业大公司营销经验5年以上经验。
[薪资]：
年薪30-60+；以销量同比增长计

终端业务代表（全国各地） 全
国（1-2线城市）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5B01
人事部电话：400-7888-388
人事部邮箱：2307807482@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区域市场范围内，宠物店，宠物医院等各类渠道的
终端业务拜访和跟进；2、负责区域市场范转内各终端门
店之产品陈列 ，产品在各终端门店的销售去向的跟进、维
护；3、负责区域市场范围内的各门店销售计划、销售数据
的统计、跟进；4、负责区域市场范围内，对各类终端渠道
产品的推广，品牌形象的维护；5、负责区域市场内，新品
上市和促销活动的开展；6、负责新客户的关系建立和销售
工作，老客户的关系维护；7、负责区域市场内各门店终端
产品的库存检查，新单跟进。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以市场营销，动物医学、动
物科学专业为佳；2、有1-2年快销品终端业务经验；3、良
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4、对快销品等行业有
一定的销售理念；5、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有团队合作精
神；6、接受公司工作调派，服从公司统一安排；7、愿意从
事业务工作，跟随公司统一发展，接受公司企业文化。
[薪资]：
6000-8000元

宠物食品研发工程师 深圳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5B01
人事部电话：400-7888-388
人事部邮箱：2307807482@qq.com
[岗位职责]：
1、结合公司实际，制定公司宠物食品（罐头，冻干食品，营养
品、处方粮任一种类别）的研发计划，进行相关技术研究；2、
熟悉宠物食品安全法，保证负责开发的食品的安全，相关档案
和技术资料的管理；3、负责收集国内外技术资料，关注宠物食
品的产品动向，为总经理决策提供技术参考；4、负责新品研发
任务的实施：配方及工艺研发、试生产、标签审核、试生产、
产品送检、产品测试（适口性，功效性，毒理等）实验、成本
改进等；5、负责新产品的试生产及调试工作，保证自有产品能
够安全投产；保证配方及成本的保密性；6、负责成熟产品的生
产工艺的制定，培训，查证及改进；7、做好项目执行过程中与
各方的沟通与协同；组织、参与新品口感&功效测试；8、监督
执行原辅料及成品的质量检验工作，包括供应商索证、指标测
试、成品抽检、报告撰写等。确保产品指标符合宠物食品安全
法要求。
[任职要求]：
1、有宠物食品开发的经验，分别为宠物食用罐头，冻干食品，
处方粮、营养品的任一类别均可；2、学历要求：大专以上，食
品科学与工程或相关专业；3、经验要求：至少3年以上宠物食
品行业或人用食品行业同岗位工作经验；4、具备多年的食品
研发及管理经验，能够成功开发出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新产
品；5、有宠物食品及代加工行业资源者优先。
[薪资]：
10000-20000元

产品经理 深圳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5B01
人事部电话：400-7888-388
人事部邮箱：2307807482@qq.com
[岗位职责]：
1、与研发等上游部门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能够有效的进
行信息共享；2、了解用户体验，收集产品的用户需求与反
馈；3、完成市场定位、卖点分析、销售工具制作、培训等
产品上市前准备工作；4、产品退市流程管理 ，完善其相应
售后维护等政策；5、定期开展市场信息调研工作，了解行
业动态并完成竞品及市场分析。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行业工作背景，动物营养、生
物医学、市场营销专业优先；2、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良
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优秀的英语交流能
力；
[薪资]：
8000-12000元

宠物服装设计师 深圳
深圳市君宇源科技有限公司 E4D71
人事部电话：13048813345
人事部邮箱：connie@nautypaws.com
[岗位职责]：
1、时尚触觉敏锐，了解服饰市场动态并能够及时把握服装
流行趋势；2、根据每季国外宠物服饰的指引，结合评估市
场，独立进行新品的设计，制版；3、负责与版师、工艺技
术人员有效沟通，跟踪设计方案的创意、款式工艺、细节描
述、文案制作等，跟踪样衣的出样和确认。
[任职要求]：
1、服装设计及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有1-2年
设计经验，了解宠物服饰优先；2、具有丰富的想象和
创造力，思维活跃，大胆，不拘一格；3、熟悉服装设
计、制作工艺流程，对服装面料，辅料有一定的认知；4
、较强的进取精神，团队意识和执行力；5、熟练操作
CorelDraw,photoshop, Adobe等软件者优先；6、设计感
和创新意识强，工作认真、仔细、主动并有激情，能承受工
作压力，性格乐观开朗。
[薪资]：
8000-9000（具体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年终绩效奖金/朝九晚六，周末双休/公司地理位置优越/公
司不定期组织员工聚餐，娱乐/工作氛围好

工业设计实习生 深圳
深圳市君宇源科技有限公司 E4D71
人事部电话：13048813345
人事部邮箱：connie@nautypaws.com
[岗位职责]：
1、完成公司项目的ID设计方案,支持配合设计团队完成设计
或设计阶段性工作； 2、搜集行业市场的设计资讯，了解行
业趋势及设计趋势；3、参与产品样机的设计验证以及试生
产、批量生产支持；4、协助设计师完成产品工艺文件等基
础性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工业设计或设计类专业毕业，欢迎应届
毕业生和在校实习生投递简历；2、设计基础扎实，会使用
Rhino 、Pro/E、Keyshot、CorelDRAW或Illustrator等设
计软件；3、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绘画基础好，具备一
定的手绘功底；4、勤奋好学，乐观开朗，有较强的抗压能
力；5、请附几张独立设计的产品效果图在简历的附件中。
[薪资]：
3500-5000（具体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年终绩效奖金/朝九晚六，周末双休/公司地理位置优越/公
司不定期组织员工聚餐，娱乐/工作氛围好

销售业务 深圳，试用期过后全国
深圳市钧程鑫实业有限公司 N5D01
人事部电话：0755-29098455
人事部邮箱：841990307@qq.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及推广；2、根据市场营销计划，
完成部门销售指标；3、开拓新市场,发展新客户,增加产品
销售范围；4、负责辖区市场信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
析；5、负责销售区域内销售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完成销售
任务；6、管理维护客户关系以及客户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计
划。
[任职要求]：
1、中专及以上学历，熟悉电脑操作；2、有销售工作经验者
优先；3、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
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4、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
力，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
作压力；6、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
[薪资]：
底薪+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餐补

销售经理 武汉、石家庄、成都、青岛、济
南
沈阳昵趣实业有限公司 E5M21
人事部电话：15942333171
人事部邮箱：hr@natruse.com
[岗位职责]：
1、完成销售目标；2、完成公司分销/陈列目标；3、负责
地区业务关系的有效建立与维护。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有宠物行业经验或者快速消费品销售经
验优先；2、积极向上，有责任心，良好的洞察能力、沟通
能力；3、具有强烈的企图心和成功的欲望。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社保/带薪年假/各种节日福利/补助

区域客户经理 北京及区域省会城市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2A01
人事部电话：田思倩4008-1150-990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1、对区域内各省市销售额增长负责；2、按公司策略在区域
内服务中高端宠物店，完成开发新客户的任务；3、根据本
地情况做好销售方案，完成渠道网络布局；4、按公司标准
执行公司的各种销售和市场营销活动，准确完成各项销售报
表等。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2、具备责任心，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
团队协作意识；3、熟练掌握EXCEL；4、有两年工作经验以
上者优先考虑。
[薪资]：
底薪税前7000-12000+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

营销经理（150名） 全国各大区
挑嘴-发酵冻干粮宠物事业部 E5H21
人事部电话：15618595915
人事部邮箱：picky@5ipicky.com
[岗位职责]：
1、对新客户的开发及渠道销售目标负责；2、根据公司市场拓
展规划，制定区域开发计划，完成区域市场调研分析、经销商
洽谈、合同签订；3、根据公司年度销售计划，完成区域年度、
月度销售指标分解，并制定销售计划、达成回款；4、及时掌握
区域经销商库存、货品信息，向客户提出合理性的进货以及促
销建议；5、与客户制定区域市场终端拓展计划，对区域终端拓
展进度进行指导与要求；6、搜集、整理市场竞品动态，包括新
品投放、市场促销等，制定区域市场促销、宣传方案并执行；7
、经客户客勤关系维护，定期进行经销商沟通及回访；8、对市
场支撑工作的执行进行检查、督促，包括但不限于终端市场培
训、终端产品陈列等；9、参与、执行公司制定的全国性市场推
广策略、活动及其他销售行为；10、公司交予的其他临时性工
作。
[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年龄25-35岁，形象端庄，有宠物行业经验者优
先；2、无宠物行业经验者，具备品牌营销或快消行业区域销售
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3、普通话标准，沟通能力及事物理解能
力强，能快速准确的理解公司政策指令；4、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与抗压能力；5、熟悉办公软件的操作，具备较强的数据汇总、
分析能力。
[薪资]：年薪30万+
[岗位额外福利]：双休/五险一金/国家法定节假日

市场部营销策划（5名） 北京
挑嘴-发酵冻干粮宠物事业部 E5H21
人事部电话：15618595915
人事部邮箱：picky@5ipicky.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商业情报的收集及信息平台的规划，研究市场的宏
观方面的信息，包含市场动态、竞争品牌动向、产品与市场
信息；2、参与制定年、季、月度市场推广方案并督导、执
行；3、独立完成广告策划方案、品牌推广方案、方案设计
报告的撰写；4、协调公司内部的运作实施，并完成品牌、
产品推广的效果评估，提出改进方案。
[任职要求]：
1、市场营销管理类或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2、具有宠
物行业的从业背景，有市场策划工作经验；3、优秀的文案
功底，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意概念及良好的沟通
能力；4、了解市场动态，依据市场变化适时策划制定整体
促销方案，策划定期的促销活动；5、有一定的组织实施经
验，监督、指导、落实促销活动的执行，有成功的策划案
例者优先；6、有综合运用包括广告策划、软文宣传、公关
活动等在内的各种营销方式进行市场宣传、品牌推广的能
力；7、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薪资]：
年薪30万+
[岗位额外福利]：
双休/五险一金/国家法定节假日

销售客服（10名） 北京
挑嘴-发酵冻干粮宠物事业部 E5H21
人事部电话：15618595915
人事部邮箱：picky@5ipicky.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销售合同等文件资料的管理、归类、整理、建
档和保管；2、负责各类销售指标的月度、季度、年度统计
报表和报告的制作、编写，并随时汇报销售动态；3、负责
收集、整理、归纳市场行情，提出分析报告；4、协助销售
经理做好电话来访工作，在销售人员缺席时及时转告客户信
息，妥善处理；5、协助销售经理做好部门内务、各种内部
会议的记录等工作。
[任职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形象气质佳；2、从事过销售助理或统计
类工作者优先考虑；3、做事认真、细心、负责；4、熟练使
用office等办公软件；5、具有服务意识，能适应较大的工
作压力；6、机敏灵活，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薪资]：
年薪30万+
[岗位额外福利]：
双休/五险一金/国家法定节假日

采购主管 深圳福田区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N4A01
人事部电话：0755-82913151分机号155
人事部邮箱：szhr@adpcn.com
[岗位职责]：
1、制定年度采购计划，根据年度采购目标，定期下单，与
供应商制定统一质量标准；2、定期与供应商沟通订单及产
品情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3、及时更新产品库存，减轻
仓位压力及资金运转；4、根据汇率及市场情况，制定合理
的批发及零售价；5、根据公司发展需求积极寻找新品并制
定相关文件；6、定期更新相关数据报表；7、整理报关资料
等，评估现有报关公司；8、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3年以上进出口采购经验，必须熟练读写英文及粤语；2

；3、熟悉进口报关流程；4、宠物食品/用品，日用品，贸
易进出口行业者优先考虑；5、具备良好的谈判、协商、沟
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薪资]：
8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朝九晚六/双休/五险一金

策划专员 深圳福田区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N4A01
人事部电话：0755-82913151分机号155
人事部邮箱：szhr@adpcn.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市场活动策划，数据分析，平台维护，推广发布；2
、基于公司品牌活动策划，运营，协助负责活动方案撰写，
项目执行，后期传播。
[任职要求]：
1、1年以上经验，市场营销，新闻类，管理类或相关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2、具有市场营销，新闻，广告相关经验者优
先；3、熟悉品牌推广，品牌策划，活动策划的整个流程；4
、较强的沟通能力与执行力，注重团队协作。
[薪资]：
6000-8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朝九晚六/双休/五险一金

业务员 不限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N4A01
人事部电话：0755-82913151分机号155
人事部邮箱：szhr@adpcn.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常驻区域内（一个省份或直辖市）的开发及销售工
作，拓展公司业务范围；2、主要负责开发及销售各大实
体店（宠物店、宠物医院等）；3、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
户，建立客户档案；4、协调公司内部资源，提高客户满意
度；5、收集和分析市场数据，并定期反馈最新消息。
[任职要求]：
1、养过宠物及喜爱宠物者优先考虑；2、适应一定区域内
出差及跨城市走访客户；3、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及销售技
巧，具有议价能力，灵活的思考能力。
[薪资]：
5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朝十晚七/双休/五险一金

销售主管 深圳福田区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N4A01
人事部电话：0755-82913151分机号155
人事部邮箱：szhr@adpcn.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的销售目标，制定销售方案，完成销售任务；2
、制定月度、季度、年度销售目标及KPI考核制度；3、制定
部门各岗位的薪酬结构和激励、奖励机制；4、定期统计销
售数据，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并根据各类分析及时调整和提
出建议；5、进行部门业务及产品培训；6、跟进前线业务员
走访情况、反馈问题并给出相应指导意见；7、查看每日业
务员业绩及工作日志；8、根据公司布置的市场调查任务进
行分配；9、上级安排其他事项。
[任职要求]：
1、2年以上快消品行业工作经验，业绩突出、宠物行业从业
经验者优先；2、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
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3、具备一定的市场、数据
分析及判断能力；4、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5
、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6、熟练操作Office软件
（Excel，Word, Powerpoint等）。
[薪资]：10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朝九晚六/提成

销售代表 上海、北京、广州
馨派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E6H51 
E6G51
人事部电话：021-59553215
人事部邮箱：fchen@new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区域内公司宠物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提高公司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2、定期反馈市场信息、汇报销售
目标实现情况；3、定期提出销售计划和销售建议；4、管理
客户关系，完成销售任务。
[任职要求]：
1、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2、能吃苦耐劳，有较强的承压
能力与良好的沟通能力；3、有快速消费品、宠物食品行业
从业经验者、畜牧兽医、动物科学等相关专业者优先。
[薪资]：
8000-10000元

小宠、爬虫动物饲养研究员 上
海
馨派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E6H51 
E6G51
人事部电话：021-59553215
人事部邮箱：fchen@newpet.cn
[岗位职责]：
1、日常小动物的饲养及环境维护；2、给销售人、宠物店提
供动物相关知识技术支持、培训；3、能简单的创作一些动
物相关的图文视屏内容，简单做一些动物知识方面的直播。
[任职要求]：
1、有专业爬虫或小宠经验；2、对爬虫或小宠有较深的研
究；3、有较强的学习研究能力；4、能乐观积极面对饲养动
物工作；5、有相关专业货从业经历者优先考虑。
[薪资]：
5000-8000元

视觉总监 上海
馨派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E6H51 
E6G51
人事部电话：021-59553215
人事部邮箱：fchen@newpet.cn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产品线风格，参与制定并完善网站视觉框架与
标准；2、根据公司产品线风格，负责对产品拍摄方案及策
划给予专业性的建议；3、负责部门团队建设、专业培训、
绩效考核和管理及指导创意设计，监督创意设计的作品质
量；4、负责公司和品牌电商平台整体规划、视觉优化。
[任职要求]：
1、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摄影、广告等相关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2、2年以上中大型广告公司、媒体、互联网企
业、知名品牌公司等相关工作经验；3、精通Photoshop，
熟悉Dreamweaver、CorelDraw等设计软件，能够独立制
作网店首页；4、团队合作意识强，能带领整个设计团队进
行相关工作；5、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拥有良好的页面版
式规划能力，对网页制作有大局观，色彩感、形式感强，思
路开阔，能够把设计风格和网站特色进行有效的结合。
[薪资]：
10000-15000元

业务代表 深圳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H0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gexuet@wanpy.com.cn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的市场渠道与销售工作，执行并完成公司产品
年度销售计划；2、根据公司市场营销战略，提升销售价
值，控制成本，扩大产品在所负责区域的销售，积极完成销
售量指标，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3、维护和开拓新的销售
渠道和新客户，自主开发及拓展上下游用户，尤其是终端用
户；4、搜集行业内数据，分析区域内销售增长点；5、有宠
物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任职要求]：
1、完成销量目标；2、完成工作任务：（1）渠道开拓；
（2）政策传达；（3）方案落地执行；（4）新品铺市；
（5）市场信息收集汇总反馈；（6）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临
时性工作。
[薪资]：
8000-10000元

业务代表 上海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H0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gexuet@wanpy.com.cn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的市场渠道与销售工作，执行并完成公司产品
年度销售计划；2、根据公司市场营销战略，提升销售价
值，控制成本，扩大产品在所负责区域的销售，积极完成销
售量指标，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3、维护和开拓新的销售
渠道和新客户，自主开发及拓展上下游用户，尤其是终端用
户；4、搜集行业内数据，分析区域内销售增长点；5、有宠
物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任职要求]：
1、拜访门店，做好产品陈列分销；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
实时把握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主动、热情、满意、周到
的服务；2、收集一线营销信息和用户意见，对公司营销策
略、售后服务、等提出参考意见。了解竞品信息，即时反
馈，快速应对；3、搜集行业内数据，分析区域内销售增长
点。
[薪资]：
6000-8000元

业务代表 西安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H0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gexuet@wanpy.com.cn
[岗位职责]：
1、负责西安市市场开拓。了解市场动态、制定并执行销售
策略，完成销售目标；2、做好销售人员指导和直营店铺的
销售管理工作；3、区域市场客户的维护和服务；4、执行被
批准的或上级的开发计划、促销策略；5、对区域经营的结
果业绩及利润承担责任。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快消、动物科学、医学专业优先考
虑；2、宠物行业内干粮销售经验为第一要素；3、宠物行业
从业经验优先；4、行业内干粮品牌销售经验优先。
[薪资]：
6000-7000元

业务代表 郑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H0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gexuet@wanpy.com.cn
[岗位职责]：
1、向经销商和终端门店推荐产品，协助其销售产品以完成
区域销售目标；2、协助解决客诉，维护客情关系；3、对辖
区经销商销售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及各种政策、活动的讲解及
落地执行的协助与监督；4、收集市场竞品信息报公司相关
负责人；5、制作报表,保证上级领导要求的各项报表的及时
准确的提交；6、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完成销量目标；2、完成工作任务：（1）渠道开拓；
（2）政策传达；（3）方案落地执行；（4）新品铺市；
（5）市场信息收集汇总反馈；（6）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临
时性工作。
[薪资]：
4000-6000元

大区经理 成都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H0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gexuet@wanpy.com.cn
[岗位职责]：
1、掌握所辖地区的市场动态和发展趋势，并根据市场变化
情况，提出具体的区域营销计划方案，以及具体营销工作流
程和细则；2、负责所辖区域经销商的管理，与该地区主要
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负责该地区空白市场
的开发工作；3、重点负责所辖地区的市场调研与分析预测
工作；4、负责所辖区域业务员的管理，负责对业务代表的
业务培训、绩效考核和监督、检查，并根据对业代和其他营
销资源进行动态优化；5、负责所辖区域各种突发性事件的
协调、处理；6、负责协调公司整体销售策略与所辖地区营
销特点的矛盾冲突，灵活运用公司营销和价格政策；7、完
成销售部经理交办的其他临时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或同等学历以上，5年以上工作经验或3年以上同类
岗位工作经验；2、快消品相关知识；3、优秀的逻辑分析能
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薪资]：
10000-12500元

销售代表 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
英维沃珍宝（天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1G01
人事部电话：022 5803 8833-8669
人事部邮箱：hr@cn.neovia-group.com
[岗位职责]：
1、通过有效地管理商店和批发商，实现在指定区域内的销
售目标；2、通过高效的访问计划，专业的管理门店，确保
POS覆盖范围；3、执行公司要求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计划
的目标能够实现；4、根据市场发展机会评估和公司标准程
序，向区域销售经理提出专业建议。
[任职要求]：
1、中专或大专以上学历；2、至少2年的销售代表经验；3
、有跨国快速消费品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4、有线下销售
渠道开发经验者优先；5、学习能力强，工作热情，良好的
客户沟通能力，乐于为客户做事；6、较强的客户关系管理
能力，了解客户的需求，能够合理管理客户的期望；7、较
强的执行能力，完成销售目标。
[薪资]：
面议

宠物食品研发师 厦门
中鲨动物保健品(厦门）有限公司 
W5S06
人事部电话：0596-2190430
人事部邮箱：hr@joinsha.com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的功能和定位；2、负责产品的市场调研和可
行性分析；3、负责产品标准的制定和研发计划和目标的执
行；4、负责研发工作具体实施并监控验证工作。
[任职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2、动物营养学等相关专业；3、有宠
物产品研发经验优先；4、熟悉宠物保健品行业法律，有一
定的市场敏感度和产品市场定位能力。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公积金转正开始缴交）/工会福利/出差补贴/节
日福利/生日祝福，生日礼物/中秋博饼，尾牙等/不定期内
部培训

宠物营养师 厦门
中鲨动物保健品(厦门）有限公司 
W5S06
人事部电话：0596-2190430
人事部邮箱：hr@joinsha.com
[岗位职责]：
1、独立完成产品的研究与开发；2、协助制定产品开发策略
及计划；3、负责新品的配方设计，研发、工艺研究以及改
进；4、对新品进行可行性分析。
[任职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2、动物营养学等相关专业；3、有宠
物产品研发经验优先；4、熟悉宠物保健品行业法律，有一
定的市场敏感度和产品市场定位能力；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公积金转正开始缴交）/工会福利/出差补贴/节
日福利/生日祝福，生日礼物/中秋博饼，尾牙等/不定期内
部培训

区域经理 区域不限
中鲨动物保健品(厦门）有限公司 
W5S06
人事部电话：0596-2190430
人事部邮箱：hr@joinsha.com
[岗位职责]：
1、完成或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销售任务；2、注重客户价
值，做好客户满意度；3、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维护新老
客户关系，提升业绩；4、保障资金安全，落实回款及时回
笼。
[任职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2、动物医学相关专业；3、行业3年以
上工作经验；4、有相关行业资源优先。
[薪资]：
底薪+提成；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公积金转正开始缴交）/工会福利/出差补贴/节
日福利/生日祝福，生日礼物/中秋博饼，尾牙等/不定期内
部培训

南大区销售经理 华南、华东地区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 N4H01
人事部电话：0755-8277 0519
人事部邮箱：yejz@rp-pet.cn
[岗位职责]：
1、完成公司下达的销售目标；2、负责华南、华东的销售运
营工作；3、做好各区域业务销售的协调管理工作，建设一
支有战斗力的销售队伍。
[任职要求]：
1、宠物行业背景，有丰富的客户资源；2、能承受一定的工
作压力，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有丰富的管理能力；3、
适应市场快，面对困难能灵活冷静的解决，具备独立思考、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薪资]：
面议

区域销售主管 深圳、上海、浙江省、云
南省、贵州省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 N4H01
人事部电话：0755-8277 0519
人事部邮箱：yejz@rp-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省区域经销商的管理工作，配合公司对各区域的销
售战略实施；2、负责自有宠物食品、药品的推广工作；3、
执行公司各项政策，完成公司下达的销售总目标。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三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具有销售管理和
经销商管理经验（宠物行业最佳）；2、熟悉费用预算，有
展会组织、市场策划经验；3、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及敬业
精神，执行力强，学习力强。
[薪资]：
面议

仓库管理员（仓管组长） 山东省
聊城市东昌府区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 N4H01
人事部电话：0755-8277 0519
人事部邮箱：yejz@rp-pet.cn
[岗位职责]：
1、ERP做账、单据汇总。据实对ERP库存管理模块入库、
出库、盘点表等做账制单，及时组织盘点，确保账物卡相
符、库存数据更新及时、准确、单据完善可查询；2、安全
库存维护。依据到货周期、销售变动等，与销售、采购及
时沟通，确保库存成品、原料在及时供应的前提下，优化
库存、降低库存成本；3、配发货。每日下午根据接收的电
商订单进行备货、做单，通知物流商发货，并将物流信息及
时传递给电商部等；4、协助维护在库货品安全。协助仓库
主管维护在库货品的防虫鼠、防火、防潮、防盗、效期管理
等，维护货品质量。
[任职要求]：
1、品行端正、态度积极、能维护良好的团队氛围；2、大专
以上学历，三年以上正规仓库管理经验，会ERP及必需的电
脑操作；3、能长期稳定参与工作；4、做事稳健条理、思路
清晰、善于总结改进者优先。
[薪资]：
5000-6000元

质量检测员/食品检测 山东省聊城
市东昌府区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 N4H01
人事部电话：0755-8277 0519
人事部邮箱：yejz@rp-pet.cn
[岗位职责]：
1、产品每批次质量检测；2、产品抽样化验；3、设立标
准，并且能熟悉现有宠物饲料法规；4、和代加工厂对接。
[任职要求]：
1、1年以上宠物食品检测经验，了解检验流程；2、较强的
文字及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协调能力。
[薪资]：
4000-6000元

招商经理 上海、广州、福建、杭州
澳乐倍（武汉）技术有限公司 W5S08
人事部电话：027-83081566
人事部邮箱：albyiban@163.com
[岗位职责]：
1、负责上海区域的招商工作和客户开发；2、负责客户接待
及拜访回访，认真讲解招商政策，做好客户问题解答；3、
熟悉公司产品知识，掌握招商政策，做好市场调研并及时反
映市场信息；4、制定招商计划，组织和实施招商工作；5、
完成招商目标，管理代理商，定期及时整理代理商档案；6
、协助代理商完成市场开发和维护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热爱宠物行业，适应出差；2、有1年以
上招商工作经验，销售能力强，有宠物行业资源者优先；3
、熟悉宠物用品市场招商业务流程和运作模式，能独立分
析、掌控市场状况，贯彻执行公司的策略；4、有丰富的招
商渠道和营销网络资源，有招商管理经验；5、工作积极，
人品正派，及时推进管理区域的网络建设。
[薪资]：
试用期底薪+销售提成，转正后底薪+销售提成（上不封
顶）+年终奖，综合年收入15-20万元。
[岗位额外福利]：
专业培训/绩效奖金/通讯补助/交通补助/五险/带薪年假/期
权奖励/节日福利/员工旅游

电商运营 河南郑州
新乡市华畜商贸有限公司 W5H01
人事部电话：0371-5678080513783471225（同微信）
人事部邮箱：hr@henghengzhu.com.cn
[岗位职责]：
1、负责运营天猫/京东/拼多多店铺的整体规划、营销、推广、
客户关系管理等系统经营性工作；2、负责店铺产品优化(标
题、价格、关键词规律,买家搜索习惯,产品描述；3、独立完成
店铺的运营及销售,整理每日、周、月监控的流量数据,营销数
据,交易数据；4、时刻注意客户对产品的反馈,市场需求和业务
需求,了解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变化,提出建设性方案或合理化建
议；5、定期策划网店及站外推广活动,提升店铺名气,提高店铺
点击量和浏览量,聚集流量和人气,提高销售量；6、负责市场调
研和需求分析,定期针对推广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提出营销改
进措施方案，并对店铺的销售业绩负责。
[任职要求]：
1、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2、熟悉天猫/淘宝/京东各电商平台环境及运作流程，
能承受高压状态下工作；3、熟悉天猫/淘宝/京东平台各
活动广告资源；熟练操作各推广渠道（直通车、钻展、淘
宝客、帮派、微淘等）；4、精通天猫搜索、推广、交易规
则，能对店铺的IP、PV、销量、跳出率、地域分布、转化率
等做出专业分析；5、极强的数字敏感度、数据分析能力，
能对竞品网站的数据进行采集、评估、分析。
[薪资]：
面议

产品经理 河南郑州/新乡
新乡市华畜商贸有限公司 W5H01
人事部电话：0371-5678080513783471225（同微信）
人事部邮箱：hr@henghengzhu.com.cn
[岗位职责]：
1、负责主要产品策略制定、实施及产品生命周期管理；2
、带领强矩阵团队进行市场分析、客户调研，清晰掌握市场
动态，定义产品；3、组织实施产品立项、带领团队进行产
品开发。综合把控产品功能和体验、成本、市场和运营等环
节，保证产品的关键指标和节点的达成；4、把握现有产品
的改进方向、产品的延伸迭代、新产品开发的总体方向等，
确保新产品规划时刻以市场为导向；5、负责新产品上市前
的整体策划和筹备工作，确保产品顺利上市；6、对正式上
市后的产品持续跟踪其市场表现，并根据市场表现提出相应
的产品改进建议，确保产品在市场的反响良好；7、执行规
范、高效的产品管理体系及流程，并不断优化及完善； 8、
产品团队的管理、培养和激励等工作。
[任职要求]：
1、熟悉产品开发流程，组织建设管理，合作开发模式，人
员管理/激励等；2、具备敏锐市场嗅觉，深入了解市场及客
户需求； 3、具备前瞻性思维和创新精神；4、对宠物行业
或畜牧行业较为熟悉。
[薪资]：
面议

跨境电商管理岗 河南郑州
新乡市华畜商贸有限公司 W5H01
人事部电话：0371-5678080513783471225（同微信）
人事部邮箱：hr@henghengzhu.com.cn
[岗位职责]：
1、参与公司整体业务战略规划，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制订销售管
理制度并贯彻执行，不断完善销售流程和相关规定，逐步建立
全面规范的销售管理体系；2、负责公司外贸/跨境销售管理，
制定年度销售目标及销售方案，并落实到团队执行，带领团队
达到能力指标和业绩指标，完成公司销售目标；3、收集、分析
市场情报及竞争对手状况，同时结合公司运营目标，制定营销
计划，制订并追踪营销目标与营销策略的执行；4、定期对销售
工作进行复盘，建立和完善销售培训体系，给团队具体可操作
的销售培训与指导，提升团队战斗力；5、组建专业的顾问式销
售团队，通过建立优胜劣汰的管理机制，保持团队人员稳定性
与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英语读写和交流能力；2、5年
以上外贸进出口销售经验，3年以上大型电商团队或销售团队管
理经验；3、熟悉互联网行业和跨境电商，了解跨境电商运作模
式，对跨境电商现状和前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4、有团队建设
经验，团队管理能力强，善于协调营销团队的工作，达成公司
运营目标；5、战略管理能力强，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具备较强
的领导能力；6、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精力充沛，身体健康，乐
观豁达，富有开拓精神。
[薪资]：
面议

文案专员 广州
香港布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4S78
人事部电话：020-83586085
人事部邮箱：rosa.huang@fervimori.com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及品牌文化，撰写品牌宣传文案、广告软文及
以及相关平台内容；2、负责分析客户需求，撰写产品描述
文案、单品策划文案、挖掘产品卖点及亮点；3、策划有品
牌感、打动消费者的文案，撰写各种促销及营销文案与实施
方案；4、融洽的有效沟通，与设计配合完成品牌活动的相
关设计出品；5、搜索收集竞品信息等工作。
[任职要求]：
1、一年以上策划及文案经验，条件优秀者大专毕业生亦
可；2、热爱宠物，意愿从事宠物文案策划开发工作；3、具
有品牌意识，能迅速抓住产品卖点；4、良好的文字写作能
力，具有较强文案功底优先；5、思维活跃，富有创意；6、
有个人特色的文案，有打动目标人群消费行为习惯的产品理
念；7、认同公司文化，与公司一起成长。
[薪资]：
面议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广州
香港布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4S78
人事部电话：020-83586085
人事部邮箱：rosa.huang@fervimori.com
[岗位职责]：
1、负责电商平台、微信小程序与管理系统功能的web页面
html与样式设计；2、项目Web前端技术选型以及框架设
计；3、完成UI设计的网页界面实现以及与服务器端的联调
协作。
[任职要求]：
1、熟悉HTML5、CSS3、JavaScript、Bootstrap 等Web
前端开发技术；2、熟悉微信小程序开发调试；3、熟悉
Vue、Angular技术框架优先；4、熟悉前端开发调试流
程以及各类浏览器调试工具使用；5、2年以上前端开发经
验；6、有服务器技术基础，熟悉后台开发经验优先；7、有
较强的团队意识，表达清晰，对用户体验、交互操作流程等
有深入理解，能带人。
[薪资]：
面议

销售BD 广州
香港布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4S78
人事部电话：020-83586085
人事部邮箱：rosa.huang@fervimori.com
[岗位职责]：
1、寻找宠物店合作，完成规定开发新客户的任务，完成每
月销售指标；2、在所辖区域负责各种关系的协调以及突发
问题的处理；3、主要以地面推广、陌生拜访等线下推广进
行品牌宣传与推广，支持客户销售；4、据本地实际情况做
好销售方案，完善渠道网络布局，处理好市场促销推广，打
好基础，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任职要求]：
1、学历高中及以上；2、工作年限1年及机上，学习能力强
并且上进勤奋；3、较强的策略思路和逻辑思维能力，能做
出决策；4、沟通、协调、推动能力强；5、心理素质足够强
并有较强的进取心，渴望快速成长；6、市场拓展能力强，
具有较强的主动能力。
[薪资]：
面议

销售专员 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享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7C21
人事部电话：34782203/18516271195
人事部邮箱：emily@catslife.cn
[岗位职责]：
根据公司市场营销战略，提升销售价值，控制成本，扩大产
品在所负责区域的销售，积极完成销售量指标，扩大产品市
场占有率。
[任职要求]：
1、负责产品的市场渠道开拓与销售工作，执行并完成公司
产品年度销售计划；2、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实时把握客
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主动、热情、满意、周到的服务；3、
根据公司产品、价格及市场策略，独立处置询盘、报价、合
同条款的协商及合同签订等事宜等。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销售提成

销售主管 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享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7C21
人事部电话：34782203/18516271195
人事部邮箱：emily@catslife.cn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及推广，宠物用品、零售行业优
先；2、根据市场营销计划，完成部门销售指标；3、开拓新
市场,发展新客户,增加产品销售范围；4、负责辖区市场信
息的收集及竞争对手的分析；5、负责销售区域内销售活动
的策划和执行，完成销售任务；6、管理维护客户关系/制定
长期战略合作计划。
[任职要求]：
1、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
巧，具有亲和力；2、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
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3、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
力；4、有一定的带队经验，善于挑战。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绩效奖金/销售提成

主治医生 全国主要一、二线城市及省会城
市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W5E01
人事部电话：022-88958117
人事部邮箱：xujing@ringpai.com
[岗位职责]：
一、接诊病例，化验、B超、X光结果判读；  1、详细记录
病例，整理好病例资料；2、准确的判读病例，避免误诊；
二、 制定治疗方案，手术操作，手术护理指导等；三、了
解产品性能、药品使用方法；四、 能够很好的与客户沟
通，预防并解决客户纠纷；1、 发掘客户其他方面的需求，
比如美容，用品消费需求；2、做好客户回访工作；五、指
导医生助理学习及工作。
[任职要求]：
1、教育水平：大专以上学历；2、专业：动物医学相关专
业；3、培训经历：小动物诊疗相关培训；4、工作经验：3
年以上工作经历；5、知识：具备小动物诊疗相关知识；6、
技能技巧：熟练使用计算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7、个
人素质：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娴熟的工作技巧。
[薪资]：
固定薪资+高额业绩提成+核心医生股权激励
[岗位额外福利]：
包食宿/六险一金 /节日福利/晋升机制/专业培训

医生助理 全国 主要一、二线城市及省会城
市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W5E01
人事部电话：022-88958117
人事部邮箱：xujing@ringpai.com
[岗位职责]：
一、协助院长或主治医生接诊病例，并辅助化验、B超、X光结
果判读；1、在院长及主治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护理工作，保定好
宠物并消除其紧张情绪；2、负责完成各项护理工作，正确执行
医嘱和技术操作规程，严格查对消毒、隔离，预防事故、差错
和医院感染；3、协助宠物医师进行各种诊疗工作，负责采集
各种送检标本；4、办理宠物入院、出院手续。按照分工，负责
药品器材的领取、保管和各种登记、统计工作；5、指导客户饲
养、训练宠物，并进行有效的疫病防治工作；6、熟练操作各种
诊断仪器； 二、协助美容部、客服部相关工作；  1、协助指导
美容师对宠物的美容、护理，合理引导客户购买公司超市的商
品，争取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益；2、协助前台客服做好客户接
待及引导客人消费工作；三、在院长、主治医生的指导下，认
真学习 ，尽快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接诊医生。
[任职要求]：
1、教育水平：大专以上学历；2、专业：动物医学相关专业；3
、培训经历：小动物诊疗相关培训；4、工作经验：半年以上工
作经历；5、知识：具备小动物诊疗相关知识；6、技能技巧：
熟练使用计算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7、个人素质：优秀的
道德品质及娴熟的工作技巧。
[薪资]：固定薪资+高额业绩提成+核心医生股权激励
[岗位额外福利]：包食宿/六险一金 /节日福利/晋升机制/专业
培训

前台客服 全国 主要一、二线城市及省会城
市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W5E01
人事部电话：022-88958117
人事部邮箱：xujing@ringpai.com
[岗位职责]：
一、管理宠物用品；1、宠物超市内的商品销售；2、超市商
品的采购及管理（库存、效期、盘点等）；3、前台接待及
超市区域的卫生、物品摆放；二、接待客户工作；1、接听
或转接客户咨询电话；2、电话回访；3、医疗、美容部预
约电话处理；4、来诊登记、挂号、分诊的日常诊疗客户接
待；三、前台收费工作；1、收费、办理储值卡、备用金管
理、财务报表制作等；2、收银系统设备管理及维护工作。
[任职要求]：
1、教育水平：中专及以上学历；2、专业：动物医学相关专
业；3、培训经历：营销、财务相关培训；4、工作经验：3
年以上工作经历；5、知识：具备宠物用品相关知识；6、技
能技巧：熟练使用计算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7、个人
素质：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娴熟的工作技巧。
[薪资]：
固定薪资+高额业绩提成+核心医生股权激励
[岗位额外福利]：
包食宿/六险一金 /节日福利/晋升机制/专业培训

宠物美容师 全国 主要一、二线城市及省
会城市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W5E01
人事部电话：022-88958117
人事部邮箱：xujing@ringpai.com
[岗位职责]：
一、 宠物美容工作；  1 、熟练给各类常规宠物美容；2、
友善的对待每一个宠物；二、热情服务好每个客户，避免出
现客诉；三、做好美容部日常卫生工作；1、对美容工具设
备定期保养维护；2、定期消毒，防治交叉感染；四、熟悉
医疗保健品及日常用品；五、 协助医疗部和客服部做好工
作。
[任职要求]：
1、教育水平：高中以上学历；2、专业：宠物美容；3、培
训经历：宠物美容方面的培训；4、工作经验：1年以上工作
经历； 5、知识：有较强的专业知识；6、技能技巧：良好
的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意识，有爱心耐心；7、个人素质：
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娴熟的工作技巧。
[薪资]：
固定薪资+高额业绩提成+核心医生股权激励
[岗位额外福利]：
包食宿/六险一金 /节日福利/晋升机制/专业培训

品牌经理 上海闵行总部
宠物世家 
人事部电话：021-54153383-606
人事部邮箱：huangyin@cpluspet.com
[岗位职责]：
1、中层管理职位，负责其功能领域内主要目标和计划，制
定、参与或协助上层执行相关的政策和制度；2、制定所负
责品牌的战略计划包括品牌的设计、开发管理和实施，及后
期的市场营销；3、制定品牌发展时间表，并控制整个计划
的进程；4、寻找新的应用以促进品牌产品的销售并延长品
牌产品生命周期。
[任职要求]：
1、市场营销、管理类、广告类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2
、具有宠物行业的从业背景，在相关企业任职品牌经理三年
以上；3、熟悉公关媒体品牌推广运作，具有出色的品牌策
略能力及整合传播技巧；4、品牌意识强，具有出色提案能
力和沟通技巧,有大型相关策划实务操作经验及成功品牌策
划案例。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公司旅游/饭补/绩效奖金/年终奖

培训师 上海闵行总部
宠物世家 
人事部电话：021-54153383-606
人事部邮箱：huangyin@cpluspet.com
[岗位职责]：
1、负责培训课程的教学实施，参与培训课程的设计；2、
协助培训体系建立、维护，对相关人员等进行相关课程培
训；3、调查培训需求，编制、调整、执行培训计划；4、撰
写培训报告，反馈、评估培训效果。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相关专业；2、3-5年以上宠物销售
管理或宠物市场管理相关工作经验，1-2年宠物培训和相关
管理经验；3、有良好的沟通和演讲能力，能制作高质量的
培训课程；4、语言表达能力突出，极富感染力，极强学习
能力。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公司旅游/饭补/绩效奖金/年终奖

美容总监 上海闵行总部
宠物世家 
人事部电话：021-54153383-606
人事部邮箱：huangyin@cpluspet.com
[岗位职责]：
1、与美容主管日常工作的协作和调节；2、客户投诉的汇报
和处理方案提交；3、美容部的卫生情况的监督和抽查；4、
每月耗材申请的统计和上报；5、为门店提供储备人才的培
养，技术的提升；6、制定美容业绩的提升方案。
[任职要求]：
1、拥有CKU美容师执照或人力资源美容师执照等优先；2、
工作年限达4年以上，拥有独立完成修剪的经验；3、能够保
持最真实的爱宠之心，牢记企业文化；4、拥有丰富的宠物
行业管理经验。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公司旅游/饭补/绩效奖金/年终奖

运营督导 上海闵行总部
宠物世家 
人事部电话：021-54153383-606
人事部邮箱：huangyin@cpluspet.com
[岗位职责]：
1、监督与指导门店的工作，及时反馈相关信息给公司；2、
协调好公司产品的推广、退货等业务；3、负责各项标准的
监督与执行，保证门店营运标准；4、负责或协助新开门店
的筹备，保障门店顺利开业；5、协助门店做好利润的提升
并审核推动营销活动，提升销售额；6、每月做好门店的绩
效评估及销售统计工作，做好门店信息统计工作；7、提交
相关工作报告并及时传达公司要求于门店并监督执行情况。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宠物管理，连锁管理或工商管理相关专
业；2、至少两年以上宠物行业工作经验，具备宠物连锁门
店服务支持经验优先；3、较强的沟通与谈判能力。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公司旅游/饭补/绩效奖金/年终奖

水族造景师 上海闵行分店、静安分店、
浦东分店
宠物世家 
人事部电话：021-54153383-606
人事部邮箱：huangyin@cpluspet.com
[岗位职责]：
1、所在区域的鱼缸进行造景和鱼缸清洁；2、定期对鱼缸
底沙吸污；3、负责所在区域系统的加水、维护、检查、清
洁；4、负责所在区域的鱼食投喂；5、清洁滤袋、滤棉；6
、定期对客户水族缸体的上门维护。
[任职要求]：
1、熟知养殖基本技术、专业技术过硬；2、实操经验丰
富；3、勤奋好学。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公司旅游/饭补/绩效奖金/年终奖

技术院长 青岛
青岛融恩宠之爱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0532-84670694
人事部邮箱：3150416995@qq.com
[岗位职责]：
1、全面负责医院的医疗管理工作；2、负责医院内部医疗
流程运作顺利，提高接诊质量，提升服务水平；3、带领医
生创收，提升医院营业额和利润；4、负责医疗技术水平提
升，医疗团队建设和培养；5、负责医务人员的技术考核、
选拔及淘汰；6、负责医院宠物的接诊、转诊、会诊及保健
服务；7、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动物医学相关专业；2、行业工作经验5
年以上，在某一专科领域具备一定技术专长；3、洞察力敏
锐、能够在压力下工作，工作积极主动，适应医院快速发展
的要求。
[薪资]：
10000元+

主治医生 青岛
青岛融恩宠之爱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0532-84670694
人事部邮箱：3150416995@qq.com
[岗位职责]：
1、接诊宠物，诊断疾病，作出诊断结果，给出治疗方案； 
2、管理收治宠物的诊疗状况，记录完整的病例及用药状
况； 3、认真对待病例，向宠物主人阐明病况和治疗方案，
在与宠物主人达成一致后实施诊治；4、医生对宠物疑难病
例进行会诊或转诊。
[任职要求]：
1、动物医学、畜牧兽医相关专业大专或以上学历。持有兽
医师职业资格证；2、喜爱动物,立志长期从事动物诊疗行
业；3、具有两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犬猫常见手
术；4、熟练操作常见外科手术,熟练操作各种常规医疗仪
器,准确解读化验数据。
[薪资]：
7000元+

门诊医生 青岛
青岛融恩宠之爱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0532-84670694
人事部邮箱：3150416995@qq.com
[岗位职责]：
1、 接待日常门诊、急诊等医疗工作,认真检查病畜病情,细
心诊断,正确处方,合理用药,杜绝误诊；2、 能熟练使用常
用器械和仪器。如生化仪、呼吸麻醉机、B超、心电监护
等；3、 详细整理病例,对医院整体病例熟悉了解；4、 定期
回访,制定对核心动物主人的周期性回访计划。
[任职要求]：
1、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持有全国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2、
具备1-2年以上住院医生工作经验；3、具备良好的沟通交
流能力,有亲和力，可与动物主人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
[薪资]：
5000+

美容主管 
青岛融恩宠之爱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0532-84670694
人事部邮箱：3150416995@qq.com
[岗位职责]：
1、 负责美容师技术的提升及考核；2、 建立美容客户服务
制度及推行，提升服务质量；3、 负责美容师的筛选和培训
和管理；4、 负责高端客户的接待，定期回访。
[任职要求]：
1、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持有A级美容师资格证；2、具备2
年以上管理经验，5年以上从业经验；3、具备良好的沟通交
流能力,有亲和力，可与动物主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薪资]：
8000+

美容师 
青岛融恩宠之爱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0532-84670694
人事部邮箱：3150416995@qq.com
[岗位职责]：
1、 负责门店宠物洗浴，美容造型等。2,负责各班次宠物顾
客的接待、接洽、服务工作；　3,负责美容工具、用具、用
品的管理责任。
[任职要求]：
1、有宠物美容师工作经验；2、有宠物美容证书优先；3、
热爱小动物。
[薪资]：
4000+

宠物医生 全国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2B01
人事部电话：0755-82206051
人事部邮箱：LIP@RP-PET.CN
[岗位职责]：
1、接待动物和动物主人；2、接受动物主人咨询；3、
对健康动物提供免疫、驱虫、生理手术以及Wellness 
Maintenance；4、对生病动物实施检查、诊断和治疗，根
据病情同时实施相关医疗措施，包括：血液检查、影像学检
查等；5、对需要手术治疗的动物实施麻醉和手术；6、对病
例实施完整的病历保持和更新；7、对顾客进行跟进，提供
优质的顾客服务；8、对内部员工提供培训指导；9、其他相
关内容工作。
[任职要求]：
1、尊重生命，热爱宠物医疗行业；2、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
证；3、能独立完成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治工作；4、经验丰富
者可申请主治医生或专科医生。
[薪资]：
年薪10-40万
[岗位额外福利]：
食宿福利/专业培训/带薪年假/六险一金/商业保险/股权激
励/安居工程

医生助理 全国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2B01
人事部电话：0755-82206051
人事部邮箱：LIP@RP-PET.CN
[岗位职责]：
1、接待动物和动物主人；2、接受动物主人咨询；3、配
合对动物进行护理，在诊断、检查和治疗期间保定和照顾
动物；4、到院就诊动物的基本处置：备药、注射、输液、
上留置针、采血等，按照处方备药；5、负责宠物手术前动
物、物品和环境准备，术后消毒灭菌工作，术中和术后监护
记录；6、负责实验室诊断样本采集检测，操作化验仪器设
备，制作化验报告；7、医院器材环境的清洁消毒等其他内
容工作。
[任职要求]：
1、尊重生命，热爱宠物医疗行业；2、动物医学、兽医相关
专业毕业；3、有宠物行业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4、取得执
业兽医师资格证者优先考虑。
[薪资]：
年薪5-10万
[岗位额外福利]：
食宿福利/专业培训/带薪年假/六险一金/商业保险

宠物美容师 全国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2B01
人事部电话：0755-82206051
人事部邮箱：LIP@RP-PET.CN
[岗位职责]：
1、犬猫基础护理、洗护、美容。2、独立熟练完成所有宠物
造型等所有美容服务项目；3、掌握宠物美容时尚，不断学
习与创新，提升宠物美容服务标准，在宠物造型美容方面有
自己的创意；4、 积极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1年以上宠物美容经验，会造型设计，会常见犬种的毛发
护理；2、经验丰富者可应聘资深美容师。
[薪资]：
年薪6-15万
[岗位额外福利]：
食宿福利/专业培训/带薪年假/六险一金/商业保险/股权激
励/安居工程

A级美容师 福州
福建卡夫宠物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400540682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擅长萌系造型，创意造型，有责任心，团队意识，对细节要
求较高。
[任职要求]：
持A级CKU或NGKC协会认证的证书。
[薪资]：
10000-15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优秀员工/按摩补贴/餐补/加班等福利待遇

B级美容师 福州
福建卡夫宠物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400540682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宠物造型和细节标准要完美，有耐心，责任心，和团队意
识，有抗压能力。
[任职要求]：
持B级CKU或NGKC协会认证的证书。
[薪资]：
7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优秀员工/按摩补贴/餐补/加班等福利待遇

高级训犬师 福州
福建卡夫宠物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400540682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能纠正宠物的行为问题，独立沟通能力强，根据宠物的问题
制定适合的课程。
[任职要求]：
有责任心和耐心，沟通能力强，有团队精神。
[薪资]：
5000-10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优秀员工/按摩补贴/餐补/加班等福利待遇

前台销售 福州
福建卡夫宠物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400540682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顾客服务与销售。
[任职要求]：
有很高的服务意识，了解宠物，了解产品，沟通能力强，有
亲和力。
[薪资]：
3000-7000元
[岗位额外福利]：
优秀员工/按摩补贴/餐补/加班等福利待遇

技术院长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
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 W5A51
人事部电话：021-52508569
人事部邮箱：wuy@re-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院内的医疗技术管理，完善院内医疗操作管理规
范； 2、参与门急诊医疗工作,确保正确处方,合理用药，并
熟练使用宠物医疗常用手术器械、诊疗设备； 3、定期组织
并参与院内、外技术交流、岗位培训及考核等；4、院内其
他事务。
[任职要求]：
1、热爱宠物医疗事业,关心宠物健康； 2、动物医学、畜牧
兽医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持有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证，
经验丰富者可降低学历要求； 3、八年以上独自诊疗经验,
能组织进行较复杂的手术治疗； 4、有建设、组织管理经验
者优先。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等

医生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
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 W5A51
人事部电话：021-52508569
人事部邮箱：wuy@re-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日常诊疗、客户医疗服务工作； 2、负责门急诊接
待，对化验和检查报告及结果进行分析,作出诊断,确定并实
施宠物医疗方案； 3、管理收治宠物的诊疗状况,记录完整的
病例及用药状况； 4、开具处方,向宠物主人或看护人员讲明
宠物的喂药要求和护理方法,确保正确处方,并撰写电子病历
合理安全用药； 5、利用必要的医疗设备、器械、药物、输
氧、补充营养物质、输血、替代治疗等手段治疗宠物疾病； 
6、参与院内、外技术交流,岗位培训及考核； 7、根据公司
需要服从工作安排。
[任职要求]：
1、热爱宠物医疗事业,关心宠物健康； 2、动物医学、畜牧
兽医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持有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证，
经验丰富者可降低学历要求； 3、五年以上独自诊疗经验,
能组织进行常规的手术治疗； 4、有建设、组织管理经验者
优先。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等

医助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
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 W5A51
人事部电话：021-52508569
人事部邮箱：wuy@re-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犬猫常规护理工作；2、负责犬猫常规保定、给药、
采样工作；3、掌握化验室常规仪器设备的使用；4、协助完
成X线、B超检查及手术室相关工作；5、协助或独立完成手
术室的术前准备、术中监护、术后管理；6、协助或独立独
立完成药房的常规药品准备工作。
[任职要求]：
1、尊重生命，热爱宠物医疗行业；2、动物医学、畜牧兽医
等相关专业；3、遵纪守法，遵守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薪资]：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五险一金等

客服前台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
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 W5A51
人事部电话：021-52508569
人事部邮箱：wuy@re-pet.cn
[岗位职责]：
1、负责来院客人的接待及客人需求的指引；2、负责向客人
介绍医院的医疗项目及推介医院宠物用品及美容项目；3、
负责客人接待区的环境卫生及美观度；4、负责监督执行医
院各项规章制度；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任职要求]：
1、尊重生命，喜欢小动物；2、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门
店服务行业工作经验的优先；3、良好的形象和服务意识；4
、熟悉OFFIC办公软件。
[薪资]：
面议

管培生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
上海安安宠物有限公司 W5A51
人事部电话：021-52508569
人事部邮箱：wuy@re-pet.cn
[岗位职责]：
服从公司安排。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动物医疗或管理类相关专业优先；2、
对宠物医疗行业及连锁服务行业充满热情；3、良好的学习
能力、较强的责任心、善于表达沟通等。
[薪资]：
面议

宠物店&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