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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店&医院

3、中专及以上学历，电子商务专业优先；
4、有极强的抗压能力，可以兼顾部门多种工
作岗位；
5、熟悉常用的办公软件；
6、可接受电话邀评。
/薪资 /
6000-8000 元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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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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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0-11000 元 / 月

4、对各项推广工具所产生的营销数据报表 (UV、
PV、销量、跳出率、地域分布、转化率等 ) 进
行专业的数据分析并提供相应的评估报告。
/任职要求 /
1、善于电商平台产品推广优化；
2、产品优化，商家，标题，首图，详情页优化，
新品上架后效果跟踪；
3、精通推广手段（直通车，淘宝客，钻石展位，
淘金币，卖霸，聚划算等）；
4、善于店铺 DSR 维持；
5、降低跳出率，提高转化率，详情页美化，
提高停留时间；
6、直通车引流及成本控制和转化率优化的专
业技能；
7、善于数据分析，逻辑能力强。
/薪资 /
7000-12000 元 / 月

项目专员（对外）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
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根据项目各项时间节点对接外部供应商及
厂家进展情况；
2、把控产品及供应量的各个环节，控制时间
节点；
3、对项目产品中涉及的产品包材、打样流程、
包装形式和风格做好全面协调跟进工作；
4、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 ( 能力优秀者可考虑大专）；
2、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结果导向性人格；
3、工作有计划性和目标性；
4、性格开朗，有统筹协调的能力。
/薪资 /
6000-8000 元 / 月

流量推广经理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熟悉各流量渠道的特性和品牌特点，能为
品牌量身定制适合品牌特性的高性价比渠道投
放策略，深度发掘流量获取，提高流量拉新转
化率；
2、进行效果评估和调优，以寻求最精准的定
位客户和营销活动投产最大化；
3、分析用户特征、行为路径、转化率、活动
效果等推广核心数据，提供数据反馈、优化建
议，并实施。
/任职要求 /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电商、
广告流量、内容运营工作经验者优先；
2、三年以上快消品网络营销管理经验，熟悉
网络行销。 精通互联网销售、品牌推广、论坛、
搜索引擎等推广手段，对 SNS、微博等新媒体
营销有独到的见解；
3、对数据和产品敏感，有独立完整的数据分
析经验，有运用数据和产品运营解决实际问题
的经验；
4、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和项目管理能力，能
够推动内外的资源和人来完成工作。
/薪资 /
10000-25000 元 / 月

外贸业务经理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负责国际市场新客户、新市场开发（目前
26 个国家有独家代理）；
2、维护老客户关系，及时处理客户反馈；
3、维护并熟练使用海外社媒平台；
4、国际市场环境、竞争环境的调研分析等；
5、国外客户来访接待；
6、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
具有优秀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2、外贸开发工作经验 2 年以上；
3、擅于业务开拓，具有独立用谷歌、B2B、
邮件等网络工具开发客户的能力，有开发新客
户成功案例；
4、有参加展会经验；
5、内外部沟通能力强，抗压性强。
/薪资 /
8000-12000 元 / 月

财务分析员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协助总经理完善财务分析体系及模型 ( 包
括渠道效率分析、费用投放效率分析、产品收
益分析和库存周转分析等 )；
2、协助财务负责人按月 / 季 / 年度出具不同维
度的财务分析报告PPT，包括经营性财务分析，
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基于财务报表进行的各项
财务指标，对比预算数据，历史数据，评价业
务经营管理情况。
/任职要求 /
1、有电商或快消品行业财务管理经验优先；
2、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经验及企业经验优先；
3、有 SAP 系统经验优先；
4、两以上工作经验。
/薪资 /
7000-10000 元 / 月

全国大区经理 国内区域
北京中闽威威商贸有限公司 E2L21
人事部电话：15801322697/010-69531858
人事部邮箱：530590946@qq.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该区域的销售任务和日常管理、区域
业务团队培训，协助代理商完成公司交于的既
定目标，确认代理商落地实施等工作。
/任职要求 /
有行业资源或有行业经验优先，吃苦耐劳，能
适应长期出差，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
/薪资 /
10000+ 元 / 月 优秀者可面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出差补助、业务提成、带薪假期

北京区域业务员 北京区域
北京中闽威威商贸有限公司 E2L21
人事部电话：15801322697/010-69531858
人事部邮箱：530590946@qq.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区域宠物门店销售工作和日常的推广；
2、完成公司下达的既定目标。
/任职要求 /
有行业资源或有行业经验优先，吃苦耐劳，有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
/薪资 /
8000+ 元 / 月 优秀者可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业务提成、带薪假期

北京区域网店运营 北京市通州区
北京中闽威威商贸有限公司 E2L21
人事部电话：15801322697/010-69531858
人事部邮箱：530590946@qq.com

/岗位职责 /
1、熟悉淘宝、天猫、京东等主流品台推广和
营销；
2、有带领运营团队的经验；
3、有宠物行业者、具备引流资源者优先；
4、具有站内、站外、发展优秀的运营团队；
5、具有高效的数据分析能力等。
/任职要求 /
1、熟悉使用电脑、办公软件和主流平台的后
台操作；
2、具有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良好的抗压能力。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业务提成、团队奖金、带薪假期

渠道经理 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汪疃镇府前街 6 号

山东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N3P11
人事部电话：15266133108
人事部邮箱：258696084@qq.com

/岗位职责 /
1、寻找潜在合作伙伴；
2、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商务洽谈和签约；
3、行业渠道建设，渠道管理和渠道关系维护
等工作；
4、开拓建立地区市场的代理渠道；
5、管理当地区域代理商经销商；
6、对区域代理商经销商的销售人员进行培训； 
7、地区市场状况竞争品牌的信息进行调研反
馈。
/任职要求 /
1、与代理商的谈判和沟通能力强；
2、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勇于接受工作挑战，
能够承担目标压力；
3、较强的商务谈判和独立的市场开拓能力，
有渠道开发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
/薪资 /
面议

产品运营经理 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汪疃镇府前街 6 号

山东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N3P11
人事部电话：15266133108
人事部邮箱：258696084@qq.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产品经理进行产品运营；
2、活动运营；
3、数据运行。根据业务及产品运营数据，进
行数据整理及分析；
4、项目运营。根据公司产品项目，完成跨部
门工作协调、资源对接、项目对接、项目执行
并完善项目进度表等工作。
/任职要求 /
1、能接受经常出差、吃苦耐劳；
2、有互联网运营经验或互联网从业经验；
3、沟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执行力强。
/薪资 /
面议

营销经理（150 名） 全国各大区
挑嘴 - 发酵冻干粮宠物事业部 N3L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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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商洽谈、合同签订完成区域销售指标达成回
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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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客户客勤关系维护，定期进行经销商沟
通及回访；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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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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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

市场部营销策划（5 名） 北京市
通州区燕郊高新技术开发区

挑嘴 - 发酵冻干粮宠物事业部 N3L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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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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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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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

销售客服（10 名） 北京市通州区燕
郊高新技术开发区

挑嘴 - 发酵冻干粮宠物事业部 N3L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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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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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归纳市场行情，提出分析报告；
4、协助销售做好电话来访工作，及时转告客
户信息，妥善处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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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

客服专员 上海市闵行区 12 号线七莘路
站

仙庭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N4D01
人事部电话：021-54434936
人事部邮箱：Lettie.liu@petjust.com

/岗位职责 /
1、通过 QQ 和阿里旺旺等在线聊天工具，在
线接受客户的咨询，下单；
2、熟练操作 ERP 系统（管家婆系统），完成
开单等工作；
3、解答客户关于售后的问题，客诉处理；
4、通过电话、邮件、在线聊天等方式与所辖
客户保持长期频繁的互动和联系；
5、学习和熟悉公司产品和相关知识，解答客
户以及消费者的相关问题；
6、进行市场信息、客户信息、竞情信息的收集；
7、积极配合上级主管，完成下达的其他任务。
/任职要求 /
1、年龄：20 ～ 35 岁，男女不限；
2、大专（含）以上学历，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打字速度每分钟 50 字以上，并能熟练运用
MS Office 软件完成各项日常工作；
4、有耐心、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及抗压
能力，具有服务意识，能适应调班和倒班；
5、热爱电子商务行业，有饲养宠物经验者优先。
/薪资 /
6000-7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节日福利、带薪年假、多次激励奖
金

售后客服 上海市闵行区 12 号线七莘路
站

仙庭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N4D01
人事部电话：021-54434936
人事部邮箱：Lettie.liu@petjust.com

/岗位职责 /
1、处理客户投诉，提升客户满意度；
2、及时了解客户诉求，分析客服需求、给予
解决方案；
3、发生重大售后问题时做到及时处理并与上
级进行有效的沟通汇报；
4、收集频发、典型的售后案列并进行统计分析；
5、制定相关的培训资料，定期对客服团队进
行售后培训及考核；
6、根据公司要求，安排售后客服专员的每日
工作并进行监督，定期抽查售后客服专员的工
作并向上级汇报情况。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
2、2 年以上售后处理经验；
3、客户服务意识强，致力于提升售后客服服
务质量和优化工作流程；
4、具备优秀的学习能力，能够快速了解产品
知识和业务流程；
5、有较强的观察力、快速发现问题所在；
6、与较强的分析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7、性格温和有耐心，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
8、为人正直、乐观，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乐于奉献，勇于承担责任，综合素质高。
/薪资 /
6000-8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节日福利、带薪年假、多次激励奖
金

产品专员 上海市闵行区 12 号线七莘路
站

仙庭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N4D01
人事部电话：021-54434936
人事部邮箱：Lettie.liu@petjust.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对市场上的各类宠物产品进行调研，
分析其产品优缺点，寻找并挖掘新的需求增长
点；
2、负责深入了解用户核心需求点及用户痛点，
并找到可供产品开发实现的切入点；
3、负责新品标签审核、内外包装信息及质量
检验、产品送检、打样测试、市场反馈收集、
品质管控等一系列产品开发流程跟进及执行工
作；
4、负责协调内外部资源，推动及加快项目进
度的进行；
5、定期在公司内部进行相关知识培训。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 6 级及以上，营养
学 / 食品学 / 宠物等相关专业者毕业者优先考
虑；
2、2 年及以上食品行业从业经验或产品开发
经验，具有宠物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最佳；
3、必须要养猫或者养狗，平时会花较多精力
关注宠物本身，对使用的宠物相关产品具有一
定要求；
4、具有团队精神，拥有较强的沟通及执行能力。
/薪资 /
9000-13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节日福利、带薪年假、多次激励奖
金

销售代表 北京等
北京天尔乐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G08
人事部电话：15663435160
人事部邮箱：caojing_tills@163.com

/岗位职责 /
1、公司产品推广销售，完成销售目标；
2、开发新客户，服务和维护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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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推广活动。
/任职要求 /
1、学历 / 专业：大专及以上，动物医学 / 动物
科学相关专业优先；
2、工作年限：不限。
/薪资 /
5000-8000 元 / 月

市场产品专员 北京等
北京天尔乐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G08
人事部电话：15663435160
人事部邮箱：caojing_tills@163.com

/岗位职责 /
1、研究和挖掘所负责产品的临床应用；
2、收集、整理、分析竞争产品；
3、所负责产品的市场定位和价格；
4、翻译、制作所负责产品的介绍、宣传、培
训资料；
5、产品培训；
6、产品推广方案的制作和实施；
7、完成所负责产品和客户群的年度销售计划。
/任职要求 /
1、学历 / 专业：大专及以上，动物医学 / 动物
科学相关专业优先；
2、工作年限：不限；
3、英文水平：英语优秀者优先。
/薪资 /
5000-8000 元 / 月

销售经理 深圳、成都、重庆、杭州 
上海、洛阳、北京

深圳前海格林希尔贸易有限公司 W4S55
人事部电话：15690660699
人事部邮箱：Greenhill2017@126.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区域内产品的市场渠道开拓与销售，
执行并完成公司产品年度销售计划，扩大产品
市场占有率；
2、开拓新经销商与门店客户，与客户保持良
好的沟通，维护客户关系；
3、把握动态市场价格及客户信息，定期向公
司汇报市场分析及行业信息和个人工作进展周
报；
4、搞好规划客户摆放路线及实现回访服务工
作，做好门店产品陈列分销；
5、制定区域销售政策并落实执行，组建管理
销售团队。
/任职要求 /
3 年以上快消品经验。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年底双薪、社保齐全、年终奖、绩效奖、国内
外培训机会

天猫运营 不限
深圳前海格林希尔贸易有限公司 W4S55
人事部电话：15690660699
人事部邮箱：Greenhill2017@126.com

/岗位职责 /
1、网店店铺推广，店铺内日常陈列，定价，
营销活动等的优化和调整，活动策划及执行店
铺运营的管理、客户管理、数据管理；
2、针对顾客、市场、发货过程中的问题，及
时调整；
3、负责淘宝，天猫，京东等商城的销售、运作、
策划、销售服务。
/任职要求 /
三年以上天猫运营经验。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销售经理 全国各区域
大连达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4H21
人事部电话：15998697551
人事部邮箱：hanhuihui@dalipet.cn

/岗位职责 /
1、负责所辖区域内客户和销售渠道的开发及
维护；
2、负责客户洽谈、合同签订、客户管理等相
关工作；
3、负责收集所辖区域内市场信息并及时反馈；
4、负责所辖区域营销全过程，达成销售目标；
5、建立和维护客户关系，提升客户满意度。
/任职要求 /
1、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两年以上快速消费品行业相关销售经验；
3、具有良好的沟通与谈判能力；
4、开朗乐观、富有工作激情和高度责任感，
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薪资 /
底薪 + 提成

区域销售代表 上海
上海艾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N5J01
人事部电话：021-61816166
人事部邮箱：shaohong@shanghaiags.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上海地区销售工作；
2、拟定区域市场营销方案，落实销售目标；
3、建立区域销售网络，帮助代理商开拓宠物
医院终端市场；
4、按照公司的市场推广策略，有效开展市场
活动；
5、走访宠物门店，进行市场调研，推广公司
产品。
/任职要求 /
1、有宠物相关背景或行业工作背景；
2、两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
3、能够适应出差。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宠物内容编辑 上海
上海艾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N5J01
人事部电话：021-61816166
人事部邮箱：shaohong@shanghaiags.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自媒体内容的组织及创作，具有
独立创作的能力，把控文章主体结构及方向；
2、及时关注热点信息与行业动态，善于热点
包装及创新策划，能有效通过内容呈现提升文
章购买转化；
3、挖掘用户价值，提升用户粘性，具备电商
相关新媒体的内容运营经验。
/任职要求 /
1、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广告、文学、新媒
体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卓越的文案撰写能力，擅于抓住各类与受
众相关的观点，擅于总结并和团队分享在选题、
写作、平台上的经验；
4、熟悉各大内容及自媒体平台者优先。
/薪资 /
10000-12000 元 / 月

市场专员（上海） 上海
上海艾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N5J01
人事部电话：021-61816166
人事部邮箱：shaohong@shanghaiags.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品牌负责人进行产品手册、广告、海报、
宣传片制作；
2、具备优秀的写作能力，熟练各种软文编辑，
善于使用表情包，写作方式幽默简洁易读好理
解；
3、负责整合品牌内外部资源，针对公司网站、
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推广，可开发其他推
广方式，进行品牌影响度的推广及产品推广。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热爱小动物，富有爱心和毅力，品相端正，
为人正直；
3、熟练运用 office\excel\ppt\AE\AI\PR\PS 或
其他视频剪辑等工作软件；
4、有想法，爱创新；
5、具有较好的活动策划、市场推广、活动组
织能力；
6、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文字表达能力。
/薪资 /
8000-12000 元 / 月

品牌经理 上海
上海艾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N5J01
人事部电话：021-61816166
人事部邮箱：shaohong@shanghaiags.com

/岗位职责 /
1、宠物产品引进、品项管理、策略制订；
2、年度及阶段性目标的制订，联合销售部门
达成生意目标；
3、开展产品调研、新品开发等准备工作。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宠物产品品牌工作经验；
2、熟悉宠物产品推广及开发流程；
3、对宠物产品的生产、营销、通路、销售等
有一定的资源累积；
4、具备与市场、品牌相关的专业知识或管理
经验，市场营销等相关人文学科专业优先；
5、思维灵活、有独当一面以及总结与发行问
题的能力；
6、工作积极主动、有开拓创新能力以及良好
的内外部沟通能力。
/薪资 /
18000-25000 元 / 月

产品培训师 上海
上海艾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N5J01
人事部电话：021-61816166
人事部邮箱：shaohong@shanghaiags.com

/岗位职责 /
1、调查培训需求，编制、调整、执行培训计划；
2、开发培训课程，编制培训课件和建立企业
培训资料库；
3、讲授培训课程，解答疑难问题等；
4、撰写培训报告，反馈、评估培训效果；
5、跟进培训工作效果对培训工作进行改进。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兽医专业）；
2、熟悉相关业务，熟练使用现代培训工具，
具备较强的企业分析能力和课程研发能力、良
好的演讲能力；
3、较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良好的文字和语
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思维敏捷；
4、能适应出差。
/薪资 /
15000-20000 元 / 月

宠物营养师（2 名） 上海
上海萌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喵彩） 

E5E21
人事部电话：16621321330
人事部邮箱：service@cator.com.cn

/岗位职责 /
1、根据市场需求优化、改善现有产品的配方；
2、负责产品方案讨论与技术问题的决策；
3、参与产品的宣传文案资料的撰写，承担技
术咨询服务；
4、协助公司开展品牌宣传等工作，输出专业
性内容文章。
/任职要求 /
1、熟悉饲料法规、动物营养、产品配方设计
等专业知识；
2、动物营养学本科，或者兽医（宠物）本科
有宠物医院相关工作经验或者动物营养岗位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对宠物食品结构有良好的分析与研究；
4、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
/薪资 /
5000-8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培训、五险一金

天猫店长 上海
上海萌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喵彩） 

E5E21
人事部电话：16621321330
人事部邮箱：service@cator.com.cn

/岗位职责 /
1、负责天猫店铺的运营与维护，制定运营方案：
推广计划、推广目标，实施评估与监控；
2、根据数据分析用户需求，通过优化店铺、
详情页及推广策略的实施，提高宝贝购买转化
率、订单金额及用户黏性； 
3、负责店铺活动提报、执行、站内及站外推广，
负责跟进各类活动资源的规划、拓展、执行。
/任职要求 /
1、2 年以上淘宝操作经验或 1 年半以上天猫
店长经验，操作过大型电商运营项目：运营过
宠物、母婴、女性类目的优先；
2、对数据有较强敏感度，擅长市场洞察及数
据分析，根据结果及时优化运营策略； 
3、具有较强的互联网思维，熟悉互联网平台
的运作现状，较好的把握会员营销方向。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培训、五险一金

区域销售经理 (5 名 ) 上海
上海萌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喵彩） 

E5E21
人事部电话：16621321330
人事部邮箱：service@cator.com.cn

/岗位职责 /
1、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目标，制定及执
行区域销售计划，确保销售回款；
2、配合公司实施市场开发计划，拓展区域市场，
建立良好稳固的客户关系，促进公司及产品品
牌提升；
3、建立高效的销售团队，管理并指导团队达
成销售目标及客户维护；
4、负责区域重点经销商、客户的日常维护及
后期跟踪服务，做好产品及政策的推广执行。
/任职要求 /
1、5 年以上快速消费品公司销售主管经验；
2、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谈判技巧和市
场开发能力及管理能力；
3、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薪资 /
10000-2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培训、五险一金

质量总监 上海
上海萌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喵彩） 

E5E21
人事部电话：16621321330
人事部邮箱：service@cator.com.cn

/岗位职责 /
1、负责企业整体质量战略的拟定，配合企业
发展战略的需要全面负责企业的质量管理工
作；
2、审核质量控制的政策、流程、制度及操作
规范，督促、检查质量政策制度的贯彻执行；
3、负责供应链的质量控制，指导对供应商、
外协商的供货质量进行控制管理。
/任职要求 /
1、有宠物行业 5 年以上工作经验；
2、3 年以上管理经验。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培训、五险一金

品牌推广 上海
玫斯江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N1E51
人事部电话：021-54283909
人事部邮箱：humulan@metzpet.com

/岗位职责 /
1、实施部门年度市场推广计划；
2、调研市场，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3、开展对用户、市场、竞争对手的调查研究，
开发新市场，提高品牌形象；
4、促销活动的制定、监督、跟进、分析、反馈；
5、物料的采购、审批，制定统一公司广告宣
传形象、各终端品牌形像等。
/任职要求 /
1、具有较强的组织、计划、控制、协调能力
和人交往能力及较高的谈判技巧；
2、具有敏锐的市场感知；
3、具备大型活动的现场管理能力；
4、能够独立制订市场开发及推广实施计划，
制定并实施市场销售策略及预算，指导市场调
查，并根据市场调查报告作出方向性建议并对
市场人员进行培训和督导；
5、较强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
/薪资 /
6000-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餐补、年终奖

电商总监 上海
玫斯江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N1E51
人事部电话：021-54283909
人事部邮箱：humulan@metzpet.com

/岗位职责 /
1、制订电商平台营销战略，构建销售体系，
优化运营流程，开发业务模块；
2、负责品牌线上业务的整体规划和运营管理，
制定合理的电商平台运营计划和目标，并对结
果负责；
3、负责公司产品在电商平台的目标定位、爆
款策划、卖点提炼包装等产品规划工作；
4、根据运营数据，及时调整推广营销策略；
5、制定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机制，对电商市场
整体趋势、竞争对手等情况进行挖掘和分析。
通过网络各项运营指标进行分析和总结，制定
合理的运营计划。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相
关专业；
2、5年以上快消品电商运营管理操作管理经验；
熟悉操作模式、管理规划流程，熟练掌握京东
平台的运营推广方式，具备优秀品牌、产品运
营策划能力并有成功案例；
3、具备良好的京东平台合作资源，以及成功
项目合作案例；
4、拥有创新性思维，具备一定策划能力；
5、具备良好的分析能力，善于观察细节，能
够敏锐的把握、预测市场动态和方向；
6、销售额在 1 亿以上尤佳。
/薪资 /
20000-3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餐补、年终奖

城市经理 全国
玫斯江苏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N1E51
人事部电话：021-54283909
人事部邮箱：humulan@metzpet.com

/岗位职责 /
1、完成公司分配的销售目标；
2、开拓新市场、客户，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
及推广；
3、依据公司经营目标制定所属地区工作规划
并加以实施；
4、负责公司品牌传播、推广活动在本区域内
的落地实施；
5、负责区域内终端店铺客户的开发与管理。
/任职要求 /
1、有快消品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2、两年以上销售相关工作经验；
3、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及商务谈判能力。
/薪资 /
5000-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餐补、交通补、年终奖

销售员 全国各地
上海粤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3G51
人事部电话：13870522333
人事部邮箱：2454360775@qq.com

/岗位职责 /
1、了解和发掘客户需求及购买愿望，介绍自
己产品的优点和特色；
2、对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有销售支持经验
者优先；
2、具备较强的销售技巧及销售经验，市场营
销经验及渠道拓展经验；
3、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
团队管理能力；
4、具有很强的事业心。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面议

电商客服 上海浦东新区裕安大厦 
( 东方路 )19 楼

上海有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6D51
人事部电话：1391661202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rosezhu@youwangsh.com

/岗位职责 /
1、使用旺旺和电话等工具接待客户咨询，解
答客户疑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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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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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用户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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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有宠物行业经验优先。
/薪资 /
面议

内容和社交电商经理 上海浦东新区
裕安大厦 ( 东方路 )19 楼

上海有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6D51
人事部电话：1391661202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rosezhu@youwang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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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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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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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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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宠物行业经验优先。
/薪资 /
面议

实体店渠道业务发展专员 上海浦
东新区裕安大厦 ( 东方路 )19 楼

上海有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6D51
人事部电话：1391661202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rosezhu@youwang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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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优先考虑 ;
2、普通话流利，形象良好，身体健康，无酗酒、
赌博等不良嗜好；
3、性格乐观、积极向上，具有学习新事物的
动力并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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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议

市场推广专员 上海浦东新区裕安大厦
( 东方路 )19 楼

上海有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6D51
人事部电话：1391661202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rosezhu@youwangsh.com

/岗位职责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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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务管理：落实新代理商、经销商等多作
合作模式；
3、销售运营：负责所辖区域，制定有效的方
案或新品、跟进落实销售目标。
/任职要求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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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3、良好沟通协调能力；
4、两年以上宠物用品行业渠道拓展、营销管
理实操经验。
/薪资 /
面议

资深平面设计 ( 美术指导方向 ) 

上海浦东新区裕安大厦 ( 东方路 )19 楼
上海有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6D51
人事部电话：1391661202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rosezhu@youwangsh.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品牌设计，以及相关VI的规范建立；
2、负责对接电商平台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
对点击率了解；
3、能够独立完成各新媒体渠道品牌平面设计
主视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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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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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经验者优先。
/薪资 /
面议

天猫运营 北京望京 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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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天猫店铺的日常运营，包括店铺布局、
活动策划、营销推广及商品上下架，充分利用
天猫淘宝活动资源，完成销售任务；
2、负责网店促销活动公司内部协调；
3、负责活动报名，店铺流量引入、销售转化
率的提升；
4、负责每日营销数据、交易数据、商品管理
的把控，分析日常数据、活动数据、同行业竞
争情况。
/任职要求 /
1、性别不限，大专以上学历，有天猫活动策
划工作经验者优先；
2、有一定文案功底，可以负责产品关键词的
整理；
3、有一定危机公关的能力，可以独立解决客
服端遇到的问题；
4、具有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薪资 /
7000-12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扁平化管理

平面设计 北京望京 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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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公司产品全线图片设计工作，包括产
品特性主题图设计、宣传彩页、宣传海报、宣
传推广页面等；
2、淘宝、天猫和京东等线上平台物料输出及
展会线下活动等物料输出；
3、负责官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的相
关设计工作；
4、配合执行策划方案，做好活动的平面设计
工作；
5、负责公司产品的视觉优化和所有营销推广、
主视觉定制。
/任职要求 /
1、美术、平面设计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
2、两年以上丰富的设计经验或知名品牌设计
服务经验；
3、有创意能力及指导、培养他人的能力；
4、能够准确的把握产品的风格和定位，配合
产品的市场推广；
5、富有责任心，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能带
队作业，能承受工作压力；
6、有成熟的整体设计、创意作品。
/薪资 /
7000-12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扁平化管理

新媒体运营 北京望京 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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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公司抖音账号的运营，抖音的日常拍
摄及发布等工作；
2、协助运营负责人对公司线上线下活动的顺
利开展；
3、负责公司产品文案的撰写；
4、协助淘宝、天猫等文案的撰写；
5、领导交代的其他事宜。
/任职要求 /
1、性格开朗、耐心细致，沟通能力强，具有
一定的临场应变能力；
2、为人正直，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团队合
作意识和抗压能力；
3、脑洞大、创新能力强，可接受出差，喜爱
小动物优先；
4、应届生优先。
/薪资 /
5000-6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弹性工作、扁平化管理

运营管培生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1、为人诚实守信，工作积极主动，善于沟通，
逻辑思维能力强；
2、具有优秀的执行能力及团队合作意识；
3、喜欢宠物，有志于投身电子商务行业；
4、专业不限。
/任职要求 /
应届毕业生，了解并喜欢运营工作。
/薪资 /
3000-4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内容运营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1、能够独立运营微信公众号，为粉丝策划与
提供优质、有高度传播性的内容；
2、负责策划并执行微信营销线日常活动及跟
踪维护，根据项目发送各种微信内容；
3、负责增加粉丝数，提高关注度和粉丝的活
跃度，并及时与粉丝互动。
/任职要求 /
1、拥有1年以上的运营经验，熟悉各主流平台，
会使用 ps 等编辑软件，良好的文案撰写能力；
2、有较强的内容敏感度和扎实的文案功底，
能快速响应社会、行业热点话题，擅于挖掘话
题点；
3、对数据敏感能够根据数据反馈及时调整推
广策略；
4、拥有丰富媒体机构资源，如微博、秒拍、
今日头条、抖音、B 站等平台合作资源者优先。
/薪资 /
4000-6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微营销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负责微信个人号的维护，提升用户活跃度，提
高互动和用户转化率。
/任职要求 /
1、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营销文案撰写能力；
2、能熟练使用办公日常软件，会简单 ps。
/薪资 /
3000-35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工业设计师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1、根据项目要求负责项目有关宠物服装、宠
物用品方面的设计与制作；
2、负责优秀案例、技术及资源的整理；
3、配合项目经理制定工作进度。
/任职要求 /
1、服装、家居用品设计相关专业，大学大专
及以上学历；
2、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手绘能力强者优先；
3、具有扎实的美术基础、色彩控制能力强、
想象力丰富，富有创意及执行力。
/薪资 /
4000-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跨境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操作速卖通，熟练店铺上下架、消息回复等基
础工作。
/任职要求 /
1、英语 CET-4 以上，听说读写熟练；
2、跨境经验1年以上，速卖通运营经验者优先；
3、可根据后台各类数据进行分析，诊断店铺
经营状态并及时做出调整；
4、思维灵活，抗压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沟通
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薪资 /
4000-45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外贸采购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1、主导外贸订单产品采购工作；
2、根据顾客的需求，联系和寻找供应商，进
行询价议价工作；
3、开发维护供应商，并对供应商资质进行相
应审核；
4、跟进采购进度，并监督采购产品质量，保
证产品采购的及时性。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2、熟悉宠物用品产品，了解市场动态，外贸
采购经验 2 年以上；
3、熟悉采购流程，熟悉供应商评估与考核；
4、善于沟通，能适应出差。
/薪资 /
4000-45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主播助理 余杭区星桥街道博旺街 68 号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5D51
人事部电话：18968055870
人事部邮箱：hoopet@126.com

/岗位职责 /
1、辅助主播直播工作；
2、懂后台直播软件；
3、后期往主播方向培养。
/任职要求 /
具备一定沟通能力，性格开朗。
/薪资 /
3500-45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一年两次升职加薪机会、带薪年假、免费旅游、
体检

资深品牌经理 烟台、上海、杭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
1、基于品牌发展策略和规划，洞察消费市场
变化并规划品牌三年 /一年的传播方向和策略；
2、基于品牌的价值规范和基因与定位，管理
品牌整体形象表达并形成规范，进行管理；
3、基于企业和品牌建设发展与传播的需要，
制定品牌年度传播计划，并牵头与内部协作部
门（研发、产品、设计、生产等）及外部供应
商完成品牌核心素材的开发（包括不限于品牌
故事，品牌 VI, 品牌定位，等）；
4、公司级重大营销项目的支持及其他品牌部
门工作。
/任职要求 /
1、快速消费品行业、餐饮美食，品牌咨询策
划公司，3 年以上资深市场经验；
2、熟悉产品开发上市全部流程，有新品上市
推广的实操经验（有成功案例）；
3、具有整体把握能力，全局、眼界、深度、聚焦、
逻辑思维感性表达。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资深内容运营经理 烟台、上海、杭
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panxj@wanpy.com.cn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旗下产品品牌内容的输出，活动
策划、营销推广；
2、负责公司新媒体渠道的内容建设，引导用
户形成并强化对公司产品品牌的认知；
3、有效掌握流量运营，整合用户社群、活动、
短视频等多种手段，实现流量聚合和用户口碑；
4、协助上级和公司市场部做好品牌建设，树
立公司产品在用户心中的良好口碑。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内容运营经验，对内容敏感，对
品牌建设有一定见解；
2、熟悉新媒体运营和社群运营，情商高；
3、有团队管理经验，能带领团队一起搭建用
户社群，做好管控工作；
4、有文字功底。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资深销售经理 全国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panxj@wanpy.com.cn

/岗位职责 /
1、根据公司目标，制定区域分销年度计划，
指标分解，确保业绩目标达成；
2、负责管控区域分销渠道的销量、利润和费用，
确保达成公司利润目标；
3、做好经销商客户的管理，做好客户的日常
维护及管理，及新客户渠道的开拓；
4、负责配合执行所在渠道市场活动推广，客
户培训等事项；
5、根据市场业务发展，提出符合产品的渠道
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任职要求 /
1、大专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分销渠道开拓
经验，3 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
2、宠物食品、快消等相关行业，知名企业任
职经历，具有宠物经销商资源者佳；
3、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及协调能力，勤奋敬业，
执行力强，有一定的团队管理经验；
4、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及合作精神，具备较
强的抗压能力。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销售代表 全国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
1、根据公司规划、区域特点，制定、执行销
售计划，完成公司销售任务；
2、负责与该地区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并负责该地区空白市场的开发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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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当期销售方案；
4、按公司相关政策严格管理经销商市场行为，
维持市场秩序；
5、定期培训经销商业务团队，提升业务产品
知识，确保终端门店执行力提升，推动实现销
售业绩目标。
/任职要求 /
1、中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为佳；
2、宠物食品、快消等相关行业，知名企业任
职经历，具有宠物经销商资源者佳；
3、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及协调能力，勤奋敬业，
执行力强；
4、有较强的事业心，能接受出差。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运营专家 杭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
1、负责天猫店铺内宠物食品类目的运营工作，
完成该类目的销售指标；
2、负责产品详情的优化，产品卖点的提出；
3、熟悉店铺营销工具和数据分析工具，有效
利用工具对店铺，商品进行优化，提升销量及
搜索排名。
/任职要求 /
1、大专及以上学历，1 年天猫淘宝运营经验，
有品牌运营经验或千万级店铺工作经验优先；
2、熟悉天猫淘宝各种营销工具和官方活动规
则；对爆款打造有独立的经验和见解；
3、熟练掌握生意参谋等数据工具的运用，具
有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
4、理解力强，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5、有宠物行业或母婴类目运营经验优先考虑，
有养宠经历的优先。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数据运营 杭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
1、主要的应用工具为天猫数据银行，面向对
象为天猫平台，配合数据银行分析品牌市场情
况，实现消费者资产分析诊断、设计目标及实
现路径、追踪和优化消费者运营方式的目的；
2、战略目标的拆解，协助分析品牌构建模型，
最终整理成逻辑移动报告对领导层进行讲解。
①对品牌的人群资产进行分析和诊断；
②设计对于品牌人群资产目标；
③设计对于品牌人群资产的实现路径。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统计学相关专业为佳，3
年以上工作经验；
2、熟悉阿里数据银行的应用场景，熟悉阿里
系生态；
3、较强逻辑思维能力，具备电商的业务理解
能力；
4、办公软件熟练，EXCEL 精通。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会员运营 杭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
1、参与商城整店会员体系的搭建；
2、负责会员体系栏目的日常运营维护工作；
3、从运营结果中挖掘业务迭代方向，持续优
化运营方案，带来正向业务价值；
4、其它项目负责人交代的事项。
/任职要求 /
1、有 2 年及以上用户运营、项目运营等相关
经验；
2、熟悉用户生命周期运营策略、用户分层（分
类）运营策略、用户行为激励策略；
3、思维创新、积极参与、有活力；
4、熟悉电商运营思路，洞察消费者心理及需求；
5、养宠者优先。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内容运营 杭州
烟台顽皮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N1C51
人事部电话：0535-6728693
人事部邮箱：

/岗位职责 /
1、负责旗下品牌店铺的淘宝内容运营规划及
内容生产，包括微淘，群聊等，结果导向；
2、负责阿里平台内容模块的活动报名、品牌
私域联合活动等沟通，落地到具体方案并执行；
3、配合店铺活动做好粉丝维护，包括粉丝增长，
活跃，互动和转化；
4、负责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数据及时调整
内容运营规划。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 1 年及以上电商内
容运营或新媒体运营经验；
2、喜欢宠物，对于萌宠领域有自己的认知和
想法，能产出有趣接地气的内容；
3、了解淘系内容阵地的规则要求及特点，能
深度挖掘用户对内容的需求；
4、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分析并挖掘数据，
对数据有一定的敏感性。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年终绩效、超额激励

大区销售总监 全国各区域
杭州帕特诺尔宠物有限公司 N2A01
人事部电话：18658131818
人事部邮箱：3204429975@qq.com

/岗位职责 /
1、搭建一支高效协作的销售团队，结合公司
战略规划带领团队完成区域中长期客户开发及
业绩目标；
2、建立团队文化，增强团队凝聚力，提升团
队工作效率及业绩产出。
/任职要求 /
1、2 年以上销售团队管理经验；
2、有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
3、优秀的团队建设经验，善于协调团队工作；
4、敏锐的市场意识、应变能力、领导能力和
独立拓展市场的能力，学习能力强；
5、有宠物行业从业经验优先。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面议

全国各地大区销售经理 各大区当
地

北京挑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2J51
人事部电话：17310882823/13582034869
人事部邮箱：heyingqiao@163.com

/岗位职责 /
在公司领导下，全面负责公司产品的市场渠道
开发、客户管理和产品销售组织工作。定期组
织市场调研，收集市场信息，分析市场动向、
特点和发展趋势，制定市场销售策略，确定主
要目标市场、市场结构和销售方针，协助公司
完成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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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知识、产业经济、公
共关系、管理技能开发等方面的培训；
3、有宠物行业销售经历或企业销售管理工作
经验优先；
4、有良好的市场判断能力和开拓能力，有极
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勇于挑战自己。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基本工资、福利补贴、职位津贴、销售提成、
季度奖、年终奖、年终股份、每年涨薪

区域销售经理（5 名） 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厦门

尚昊佳（厦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3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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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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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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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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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设计专业，自己有养宠物（猫或狗）3 年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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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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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部实习生 上海
上海汪萌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F51/

E4B51
人事部电话：18221506141
人事部邮箱：fu.linyao@vetreskanyc.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市场部完成行政类工作；
2、负责试用产品的发放、快递以及跟进；
3、协助配合市场部的各类活动执行；
4、协助部门完成市场数据调查与整合；
5、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工作细心，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
通协调能力；
2、性格活泼开朗，积极主动；
3、公司有养猫，欢迎有爱心人员。
/薪资 /
100-150 元 / 天

销售部实习生 上海
上海汪萌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F51/

E4B51
人事部电话：18221506141
人事部邮箱：fu.linyao@vetreskanyc.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销售团队完成行政类工作；
2、搜集、整理宠物用品行业对标品牌的产品
信息，建立信息库；
3、整理销售团队销售合同，发票，客户档案
等文件并归档；
4、跟进合同应收账款，与销售团队保持沟通；
5、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工作细心，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
通协调能力；
2、性格活泼开朗，积极主动；
3、公司有养猫，欢迎有爱心人员。
/薪资 /
100-150 元 / 天

品牌销售顾问 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佛山

上海唯仁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2D51
人事部电话：021-54884362
人事部邮箱：lanrong@rueyjenr.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零售客户的产品上架，铺货，陈列，
价格维护，培训，推广动销的合作洽谈及实施；
2、掌握辖区内渠道，竞品，消费者，商业环
境等情况，随时收集市场信息并及时向上级汇
报；
3、协助行销部规划，确定阶段性市场推广重点，
协助进行活动联络及策划工作，指导开展各种
消费者喧销活动。
/任职要求 /
有养宠经验，有快消品行业销售经验。
/薪资 /
8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专业的产品知识培训、皮毛调理师证照、部门
聚餐、团建旅游、商业保险、不定时工时、通
讯补贴、交通补贴、餐补、差旅补助

网络推广销售 广州
爱德胜宠物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 

N4K71
人事部电话：FairysPetFood（微信号）
人事部邮箱：petfairy99@163.com

/岗位职责 /
网络店铺运营维护以及品牌推广。
/任职要求 /
有相关行业和宠物行业的认知和了解。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底薪加奖金

各区域的销售经理 面议
爱德胜宠物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 

N4K71
人事部电话：FairysPetFood（微信号）
人事部邮箱：petfairy99@163.com

/岗位职责 /
负责每个地区或城市的销售和品牌推广。
/任职要求 /
相关行业和宠物行业的知识了解，还有认知。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底薪加奖金

总经理助理 广州
爱德胜宠物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 

N4K71
人事部电话：FairysPetFood（微信号）
人事部邮箱：petfairy99@163.com

/岗位职责 /
对于电脑的办公软件操作，有一定的熟悉度。
/任职要求 /
无。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底薪加奖金

销售经理 上海、深圳宝安、西安、贵阳、
武汉、重庆、济南、北京、沈阳

海际（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N4B01
人事部电话：4008880690
人事部邮箱：sujing@tapinpet.com

/岗位职责 /
1、按照公司政策规定在区域内寻找高端宠物
精品店，完成规定年开发新客户的任务；
2、在所辖区域内负责各种关系的协调以及突
发问题的处理；
3、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好销售方案，完善渠
道网络布局，搞好市场促销推广，站稳脚跟，
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任职要求 /
1、学历不限，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
销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1 年以上销售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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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事业心。
/薪资 /
6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高温补贴、寒冷补贴、年度体检、周年礼品、
员工活动

超市商业开发经理 上海
爱德胜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N4K71
人事部电话：6596383408（微信号）
人事部邮箱：lucelle@Addictionfoods.com

/岗位职责 /
1、制定兼顾财务收益和客户满意度的增长策
略；
2、进行研究新市场和客户需求；
3、与潜在客户安排商务会议；
4、对公司产品推广实现或预测客户目标；
5、准备销售合同，确保遵守法律规定的规则
和准则；
6、保留销售，收入，发票等记录；
7、提供值得信赖的反馈和售后支持；
8、与新老客户建立长期关系。
/任职要求 /
1、至少本科商业管理或任何相关领域毕业；
2、作为业务开发人员具有工作经验；
3、可靠的销售记录；
4、优先选择具有至少 3 年超市工作经验的快
速消费品；
5、精通 MS Office 应用程序；
6、熟练写，读，说英语和普通话交流能力；
7、市场知识；8、沟通和谈判技巧；
9、建立融洽的能力；10、时间管理和计划技巧。
/薪资 /
面议

天猫 / 京东电商运营 上海、杭州
爱德胜宠物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 

N4K71
人事部电话：241604733（微信号）
人事部邮箱：raymond.gu@addictionfoods.
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天猫及京东旗舰店整体的运营及规划，
主导店铺的营销推广策略；
2、主导品牌在天猫及京东平台的推广，制定
从拉新 - 认知 - 购买的推广策略，建立及运营
店铺会员体系；
3、培养与监督运营完成店铺的基本操作，负
责店铺的日常维护；
4、汇总处理店铺各项问题，复盘各阶段活动，
学习行业先进经验，提出可行的改进方案；
5、深度挖掘分析店铺数据，提出建设性的方
案提升转化率或流量数据。
/任职要求 /
1、2 年以上天猫 / 京东店铺成功运营经验，热
爱电子商务；
2、熟悉天猫 / 京东运营环境、交易规则、精
通营销及推广工具，有宠物粮食品牌店铺运营
经验者优先；
3、有较强的无线端页面视觉逻辑经验；
4、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对各项推广工具
所产生的营销数据报表进行专业的分析；
5、负责天猫及京东日常的运营、维护工作，
包括活动上线、产品上下架等工作；
6、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协调
各岗位之间的工作。
/薪资 /
面议

销售经理 广州市荔湾区茶滘新材料科
技园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N1S76
人事部电话：020-81678993
人事部邮箱：67566478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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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00-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绩效奖金、全勤奖、餐补、带薪年假、社保

销售代表 广州市荔湾区茶滘新材料科
技园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N1S76
人事部电话：020-81678993
人事部邮箱：675664786@qq.com

/岗位职责 /
1、熟知并看好行业发展前景，对宠物行业充
满热诚；
2、良好的沟通能力，国语粤语能流利应对；
3、具备一定的销售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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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善于运用公司及公共资源开发新客户；
5、正向、积极进取，有一定抗压能力与服务
精神；
6、具备团队协作精神，能遵守公司各项规章
制度。
/任职要求 /
1、遵从上级主管指引，维护公司原有客户，
处理定单及售后跟进等工作；
2、以电话 / 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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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商
/ 独立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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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年参与多个大型宠展及主题活动。
利用展会接触，加深拓展业务；
4、销售代表每年有两次机会可出差（京沪），
参与国内最大型宠展。晋升大区经理须不定期
出差拜访重点客户。
/薪资 /
3500-7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绩效奖金、全勤奖、餐补、带薪年假、社保

资深运营经理 广州市荔湾区茶滘新材
料科
技园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N1S76
人事部电话：020-81678993
人事部邮箱：675664786@qq.com

/岗位职责 /
1、直通车钻展等推广工具辅助做爆款的驾驭
能力；
2、对数据变化敏感，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和
数据分析判断能力；
3、对推广图片视觉效果有较强判断力，能够
提出对图片的优化建议；
4、熟悉天猫淘宝对应平台规则。
/任职要求 /
1、有过打造单品爆款的能力及良好战绩，且
对市场机会和产品比较敏感；
2、有培养新人的能力；
3、具备较强数据分析能力、创新思维、和沟
通协调能力。
/薪资 /
12000-2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绩效奖金、全勤奖、餐补、带薪年假、社保

品谱中国宠物水族事业部 - 宠
物水族销售经理 深圳
品谱五金家居（深圳）有限公司 N5A01
人事部电话：0755-29833111
人事部邮箱：Marco.liu@spectrumbrands.
com

/岗位职责 /
1、按照总部和中国区的销售规划跟进业务 ,
完成区域市场销售任务；
2、负责区域市场的产品销售、门店分销、陈列、
促销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跟进价格及竞争策略；
3、负责经销商 / 批发商销售团队的日常业务
管理和培训 , 定期召开并主持经销商业务会议；
4、负责执行市场推广与促销活动；
5、积极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
6、协助管理电商业务。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 , 市场营销或企业管理专业
优先；
2、从事快销品行业五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 ,
有组建和领导经销商团队能力 , 具有市场策划、
渠道管理和客户管理经验 , 熟悉宠物水族产品
销售业务和电商业务优先；
3、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 能协调不同
零售客户、批发商；
4、能承受工作压力，需要经常外访出差；
5、英语沟通能力较好。
/薪资 /
面议

品谱中国宠物水族事业部 - 宠
物水族商务采购主管 深圳
品谱五金家居（深圳）有限公司 N5A01
人事部电话：0755-29833111
人事部邮箱：Marco.liu@spectrumbrands.
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按总部及亚太区的规划与要求跟进产
品商务采购业务，执行公司的采购项目支持计
划；
2、跟进公司的商务工作，与销售团队一起完
成年度新产品的开发和采购；
3、协助电商业务的日常管理；
4、负责定期召开并主持供应商业务会议，充
份掌握业务进度；
5、定期出访客户，协调供应商与公司的采购
需求关系，及时处理公司的供应链需求。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或企业管理专业，
英语能力 8 级；
2、从事快销品行业五年或以上销售管理经验，
有组建和领导供应商的能力，并具有市场策划、
供应商管理和商务管理经验，熟悉宠物行业产
品销售者优先；
3、具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能协调不
同供应商、不同区域；
4、有责任心，能承受工作压力，需要经常外
访出差。
/薪资 /
面议

全国区域销售经理 全国
大连优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3C16
人事部电话：15504288752（康君）
人事部邮箱：lessmore100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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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多多运营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2A2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拼多多平台运营推广，提高店铺浏览
量等各种指标，完成销售业绩；
2、负责与平台小二或客服的沟通交流联系，
避免出现违规情况；
3、负责拼多多店铺的运营，产品规划、新品
上下架、监控库存以及设置促销价格等。
/任职要求 /
1、学历不限，有 1 年以上第三方平台经验或
网店店长经验（运营过宠物用品 、服饰等产品
等优先）；
2、熟悉拼多多电商平台。
/薪资 /
6000-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生活补助、提成、kpi 奖金

淘宝主播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2A2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
1、直播过程中介绍产品、宠物试戴试穿产品
及与粉丝互动，活跃气氛，引导粉丝关注直播
间，提升在线人数；
2、增加聊天话题，主动与在线粉丝交流；
3、明确淘宝直播流程，配合淘宝直播平台或
品牌需求，与团队一起共创策划内容。
/任职要求 /
1、形象气质佳，镜头感好，语言表达能力强，
性格活泼开朗，会调动气氛，年龄在 18-30 岁
之间；
2、网红直播经验者优先考虑，能吃苦，可接
受应届毕业生和新手，有岗前培训口齿清晰，
普通话标准，表达能力强；
3、熟悉猫咪、狗狗及宠物食品、用品者优先。
/薪资 /
8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生活补助、提成、kpi 奖金

摄影兼视频拍摄师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2A2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
拍摄产品白底图、棚拍效果图、外拍效果图、
图片后期处理、产品视频、视频剪辑。
/任职要求 /
1、熟练使用相机及图片处理软件、视频剪辑
软件等；
2、掌握多种拍摄风格和图片处理效果，熟练
使用各种拍摄道具；
3、懂得寻找与产品相契合的场景、自我搭建
场景进行拍摄；
4、热爱宠物，不懂宠物毛发过敏。
/薪资 /
6000-8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生活补助、提成、kpi 奖金

社群运营专员 广州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2A21
人事部电话：020-34523858
人事部邮箱：386061625@qq.com

/岗位职责 /
1、整体负责社群内容及活动，持续挖掘用户
需求，整合内外部各种资源，通过持续不断的
运营手段，促进社群成员的拉新、存留、转化、
激活老客户，打造高粘性的社群；
2、整合核心用户成为群管理搭档；
3、负责社群架构和载体的搭建与运营，对粉
丝增长、线上引导，投资转化的增长策略、运
营方案、日常运营等事项全面负责。
/任职要求 /
1、有一年以上社群运营工作经验，大专以上
学历，有 3 年以上社群运营经验者、微商运营
优先；
2、熟悉互联网运营流程，能够独立完成从活
动策划、落地执行、数据监控、报告分析等一
系列完整运营工作，具有一定的策划创意能力
和市场营销分析力。
/薪资 /
4000-6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生活补助、提成、kpi 奖金

电商销售 全国
上海信元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N1A51
人事部电话：54405351
人事部邮箱：chenyue@singen.com.tw

/岗位职责 /
1、负责电商新客户的开发和现有电商客户管
理，完成销售目标；
2、针对客户需求提供产品推荐和提案，负责
销售订单的执行，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售前和
售后服务。
/任职要求 /
1、有丰富的电商销售运营经验；
2、快消行业或宠物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3、能适应出差。
/薪资 /
面议

培训专员 上海
上海信元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N1A51
人事部电话：54405351
人事部邮箱：chenyue@singen.com.tw

/岗位职责 /
1. 编写宠物相关技术培训资料。
2. 培训技术材料的撰写，翻译，整理。
3. 参与技术交流、产品推广会议及相关活动。
4. 培训客户。
5. 协助处理市场投诉。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主修兽医学 , 畜牧或动
物营养学。
2、有兽医临床经验者优先考虑。
3、能独立查阅文献，优良的英语读写能力。
4、能适应出差。
/薪资 /
面议

结构工程师 上海
上海信元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N1A51
人事部电话：54405351
人事部邮箱：chenyue@singen.com.tw

/岗位职责 /
1、配合工业设计师，进行相应的结构设计和
大货落地技术支持直至输出 BOM 表，对接模
具、注塑工厂，配合模具评审、试模和跟进；
2、协助拓展、整合开发模具、注塑、加工等
供应链。
/任职要求 /
1、具备一定塑胶模具、钣金模具及其加工工
艺的经验和知识，熟悉注塑类日用品和小电器
等塑料结构开发流程、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加工工艺、安规标准，对其常用材料及性能有
充分认识；
2、熟练掌握设计开发软件 SW、UG、ProE等；
3、有宠物用品行业相关经验者优先。
/薪资 /
面议

日渠销售 全国
上海信元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N1A51
人事部电话：54405351
人事部邮箱：cheny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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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公司分销 / 陈列目标；
3、新 / 老客户的关系建立和销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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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宠师 上海、北京
厦门好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W5K21
人事部电话：18021068986
人事部邮箱：991754921@qq.com

/岗位职责 /
为高端养宠家庭提供上门打扫服务，喂猫，遛
狗等。
/任职要求 /
18—42 岁，有养宠经验、喜爱宠物及有保洁
经验者优先。
/薪资 /
5000-11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86 员工旅游、节日福利、完善晋升空间

化验员 福建漳平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及生产操
作中微生物，理化指标的检测、检验、做到准
确无误，出具检验报告单；
2、负责工作现场的环境管理及本岗位的仪器
维护保养检。
/任职要求 /
1、熟悉质量管理、企业管理、生物学、食品
检验等方面的知识；
2、熟悉各种检验手段、方法和标准，熟悉产
品生产流程，具有较全面的质量管理理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
/薪资 /
4000-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晋升空间、社会保险、员工培训、年度调薪、
不定期奖励、集体活动、节日福利

产品专员 福建漳平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
1、对新品市场进行调研分析和选品测评，形
成产品可行性分析报告；
2、走访工厂，了解产品生产工艺，跟进产品
打样，并对其进行实测分析，提出产品调整说
明方案；
3、根据国家政策和产品特色及营养成分，撰
写并确认包装上的产品信息，并准备企业标准
申请资料；
4、辅助相关部门处理产品有关事宜。
/任职要求 /
1、从事过人类食品生产或饲料生产；
2、动物医学毕业或在宠物医院工作过（医生
或护士）；
3、熟悉食品产品开发流程。
/薪资 /
4000-6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晋升空间、社会保险、员工培训、年度调薪、
不定期奖励、集体活动、节日福利

销售代表 福建晋江
宠爱生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N3F01
人事部电话：0592-5072703
人事部邮箱：hr@love-around.com

/岗位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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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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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 /
4000-8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晋升空间、社会保险、员工培训、年度调薪、
不定期奖励、集体活动、节日福利

线下业务员 未拓展区域
宁波亿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4P51
人事部电话：18611427004
人事部邮箱：zhangjun@yihuanggroup.com

/岗位职责 /
拓展线下品牌业务，将品牌推入更多的线下门
店，帮助品牌实现更多的渠道拓展。
/任职要求 /
有线下业务经验，能够接受长期出差外出。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面议

城市经理（销售代表） 南京、成
都、青岛、宁波、郑州、珠海、广州、杭

州
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N1E01
人事部电话：13762008824（周小姐，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zhoulq@petholding.com

/岗位职责 /
1、负者区域内宠物门店日常销售；
2、开发新店客户；
3、培训新店销售员的产品知识，销售技巧；
4、监管区域销售价格等。
/任职要求 /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热爱销售行业，沟通能力强；
3、踏实，肯干，有一定的销售技巧；
4、有过宠物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5、喜欢宠物，有过养宠经验者优先。
/薪资 /
6000-10000 元 / 月

资深电商设计师 深圳
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N1E01
人事部电话：13762008824（周小姐，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zhoulq@petholding.com

/岗位职责 /
1、有较强的 PS 设计功底，对产品修图、视觉
效果、文字排版等有较强的把握能力；
2、有较强的画面构图能力，能有创意的完成
产品详情页面及广告活动设计等。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电商设计工作经验，有独立负责
过大型店铺 618、双 11 大促视觉活动经验；
2、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团队管理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强、认真负责；
3、擅长手绘或三维软件者优先。
/薪资 /
8000-14000 元 / 月

天猫运营主管 深圳
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N1E01
人事部电话：13762008824（周小姐，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zhoulq@petholding.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天猫旗舰店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对全年销售目标负责；
2、对竞争品牌进行分析，追踪行业动态，制
定打法，提升天猫市场份额；
3、有天猫爆款产品的成功打造经验。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2 年以上天猫运营管理
经验，操盘店铺年销售额 1000 万以上；
2、熟悉天猫各项规则及各种推广手段，擅长
爆款推广；
3、精通钻展、直通车、淘宝客等推广工具，
实操经验丰富；
4、有养宠经验者优先。
/薪资 /
10000-16000 元 / 月

薪酬绩效岗 深圳
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N1E01
人事部电话：13762008824（周小姐，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zhoulq@petholding.com

/岗位职责 /
1、搭建并完善公司有关人力资源各项管理制
度及工作流程；
2、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制定绩效考核和激励
方案，执行并核算绩效奖金；
3、完善薪酬管理体系，拟定人力成本预算和
资金规划，负责薪资核算和发放；
4、负责社保公积金操作；
5、负责 EHR 系统日常维护与管理。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2、1-3 年人事工作经验，有快消品或电商行业
人力从业背景；
3、对人力资源管理各个职能模块均有较深入
的认识，熟悉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
4、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公平公正、
做事严谨，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5、具有较好的亲和力，很强的激励、沟通、
协调能力。
/薪资 /
6000-10000 元 / 月

销售 上海
上海恬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5H01
人事部电话：13818835105
人事部邮箱：82472676@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公司品牌推广销售。
/任职要求 /
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宠物产品，有一定人脉。
/薪资 /
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提成

电商运营 上海
上海恬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5H01
人事部电话：13818835105
人事部邮箱：82472676@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淘宝、天猫等平台。
/任职要求 /
有 1-3 年电商经验。
/薪资 /
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提成

新媒体运营 上海
上海恬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5H01
人事部电话：13818835105
人事部邮箱：82472676@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等。
/任职要求 /
有 1-3 年新媒体经验。
/薪资 /
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提成

经理助理 上海
上海恬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5H01
人事部电话：13818835105
人事部邮箱：82472676@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上级领导安排的事宜，新产品的跟进工作。
/任职要求 /
有 1-3 年管理经验。
/薪资 /
6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奖金

宠物用品厂长技术副总 湖北武汉
煜宠宠物（湖北）有限公司 W1J11
人事部电话：13986021485（刘先生）
人事部邮箱：1273187631@qq.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新品研发、生产工艺组织；
2、协调产品、销售、生产、采购部门共同参与，
带领团队完成产品实施；
3、负责产品成本优化、改进生产工艺。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5 年以上宠物用品生产工
作经验，熟悉宠物用品生产各个流程与环节，
有完整的管理办法和思路；
2、熟悉猫窝 / 猫爬架 / 猫砂工厂的生产运作和
管理，拥有丰富的生产管理、成本管控、质量
管理等经验；
3、具有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善于沟通。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

产品经理 湖北武汉
煜宠宠物（湖北）有限公司 W1J11
人事部电话：13986021485（刘先生）
人事部邮箱：1273187631@qq.com

/岗位职责 /
1、根据公司战略与市场目标，结合市场状况，
负责管理和规划公司宠物系列产品线；
2、带领团队组织实施产品线计划，并协调研发、
生产、外协供应、销售团队共同参与，确保完
成各品类、各产品的开发、优化、升级等工作。
/任职要求 /
1、本科及以上学历，食品、营销、管理等相
关专业；
2、5 年以上宠物用品或食品行业工作经验；
3、熟悉电商类快消产品的产品管理及运作思
路，能深刻洞察市场消费趋势及消费需求；
4、对国内宠物食品用品行业有一定了解。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

猫抓板 / 窝垫 / 猫爬架 / 猫砂
厂技术副总 湖北武汉
煜宠宠物（湖北）有限公司 W1J11
人事部电话：13986021485（刘先生）
人事部邮箱：1273187631@qq.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新品研发、生产工艺组织；
2、协调产品、销售、生产、采购部门共同参与，
带领团队完成产品实施；
3、负责产品成本优化、改进生产工艺。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5 年以上宠物用品生产工
作经验，熟悉宠物用品生产各个流程与环节，
有完整的管理办法和思路；
2、熟悉猫抓板 / 窝垫 / 猫爬架 / 猫砂工厂的生
产运作和管理，拥有丰富的生产管理、成本管
控、质量管理等经验；
3、具有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善于沟通。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

新媒体运营（文字内容输出） 

上海
杭州筠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4S51
人事部电话：13916933369（程总）
人事部邮箱：roy.cheng@bamsion.com

/岗位职责 /
1、热爱宠物行业，有行业经验优先；
2、负责品牌新媒体渠道的运营，微博，公众号，
小红书，文字输出内容为主；
3、负责品牌的社群运营；
4、负责品牌的线下活动的执行；
5、服从并执行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要求熟悉进口宠物食品市场，或者对跨境分销
有一定了解，有相关资源者优先考虑。
/薪资 /
6000-8500 元 / 月

设计师 / 漫画师 / 插画师 浙江杭
州滨江

杭州三野服饰有限公司 W2M68
人事部电话：0571-86795380
人事部邮箱：mookipet@foxmail.com

/岗位职责 /
负责公司的服装设计和插画设计工作。
/任职要求 /
服装设计或者艺术类专业，3 年以上工作经
验，本科以上学历，英语 6 级以上，有独立创
作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熟练操作基本的设
计和绘图软件，了解年轻客户群体爱好以及各
种时尚潮牌，公司主营童装和宠物类目，有养
宠物优先，有意请先投递简历和作品至邮箱：
mookipet@foxmail.com，公司办公室有养猫，
不喜欢小猫咪或者对猫毛过敏者请勿投递。
/薪资 /
7000-12000 元 / 月

电商分销专员 深圳
中创品智（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N1S11
人事部电话：0755-36673534
人事部邮箱：zyh@petfull.cn

/岗位职责 /
1、完成淘系分销销售任务，并以整体销售额
为主要考核指标；
2、负责淘系分销客户的管理，独立完成分销
客户的开发、订单处理、发货与物流跟踪以及
售后服务；
3、审批客户特殊活动需求，协调活动资源，
提供产品详情页信息；
4、参与年度展会的备展、撤展、客户接待、
销售跟进。
/任职要求 /
1、男女不限，大学学历及以上，2 年及以上
工作经验，35 岁以下；
2、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性格良好，有工作
责任心，有团队合作意识，有较强销售能力；
3、能熟练操作各类 office 办公软件并能独立
完成各类销售统计及分析报表的制作；
4、有宠物行业或快消行业岗位经验者优先；
自身养宠者优先考虑。
/薪资 /
月度底薪 + 月度销售提成 + 年终绩效

京东自营店铺店长 深圳
中创品智（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N1S11
人事部电话：0755-36673534
人事部邮箱：zyh@petfull.cn

/岗位职责 /
1、依据店铺年度销售目标，制定详细京东自
营店销售计划及执行落地方案，提高整个电商
销售规模；
2、负责京东企业店的运营工作，优化店铺运
营和活动，完成相关店面日常管理；
3、使用相应工具，提升店铺销量，赢得销售
利润；
4、负责每日监控并提供相关数据：营销数据、
交易数据、商品管理、顾客管理等。
/任职要求 /
1、男性、大学学历及以上，2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30岁以下；身体健康，性格良好，有工作责任心，
有团队合作意识；
2、熟悉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运营
环境、交易规则、推广、站内广告资源；
3、具有淘宝、天猫食品、美妆、等快消店铺
运营经验，熟悉各电商平台交易流程，能独立
策划产品的促销活动，擅长产品爆款打造技巧；
4、自身养宠者优先考虑。
/薪资 /
月度底薪 + 月度销售提成 + 年终绩效

线下销售 全国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5H21
人事部电话：0571-28217791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
1、依据公司整体营销策略，完成公司分配销
售任务；
2、负责销售渠道开拓，重点猫舍 宠物店开发
和管理，收集市场信息并及时反馈；
3、关注其他竞品信息，及时应对解决各种新
情况；
4、管理维护所管辖区代理商关系，做好代理
商库存管理；
5、熟练掌握公司产品知识，定期做好代理商
拜访，对客户培训产品知识，推广公司产品。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动物营养、动物医学、市
场营销等相关专业者优先；
2、有 1 年以上快消品销售经验，有宠物行业
工作经验者优先；
3、有较强的人际沟通技能与技巧和市场活动
执行能力；
4、普通话标准，善于演讲和沟通，形象气质佳；
5、热爱宠物行业，有宠物饲养经验者优先；
6、能适应经常性出差。
/薪资 /
面议

线上分销经理 杭州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5H21
人事部电话：0571-28217791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各个电商平台等渠道分销，开拓分销商、
培养分销商等；
2、负责分销商日常管理与维护，定期回访，
及时协助解决分销商出现的订货、发货、售后
投诉等各类问题；
3、独立完成分销商线下线上洽谈，维护分销
商关系并对分销渠道进行管理与监督；
4、推动渠道销售与品牌合作关系。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年分销工作经验，有一定渠道资
源优先（TM/淘宝店等电商平台、拼多多、微店、
渠道分销商等）；宠物行业经验者优先；
2、善于沟通谈判，能抓住客户需求，定期与
合作客户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3、有责任心，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能承
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薪资 /
面议

新零售渠道运营 杭州
哆吉（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5H21
人事部电话：0571-28217791
人事部邮箱：hr@doggie920.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宠物用品的微信市场渠道开拓与销售
工作，负责线上各个微商渠道及代理团队合作，
完成微信招商方案，并提出相关信息反馈；
2、对微商产品销售策划、推广、管理、运营
有深入了解，精通微传播，有成功的微商项目
运营推广经验，且具有优秀的销售运营团队管
理及相关营销培训经验，擅长移动端营销及团
队管理。
/任职要求 /
1、大专及以上学历，有食品快消品行业微商
代理或微商招商相关经历优先，宠物粮食微商
代理资源优先；
2、熟悉微商代理和招商相关流程及方式，对
微商代理及团队搭建有一定思路，擅长微商引
流、用户转换，具备零售基础和微商客户管理
优先级；
3、养猫，喜欢逛猫论坛，重度吸猫，对猫咪习惯、
营养、习性有深入研究优先。
/薪资 /
面议

国内销售经理 佛山
佛山市爱立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E1J06
人事部电话：0757-28100110
人事部邮箱：ken@gemy.cn

/岗位职责 /
1、了解市场动态，按期完成销售任务；
2、及时反馈客户对公司产品的意见、做好售
后服务和客户管理；
3、做好公司的产品宣传，巩固老客户，发展
新客户，提高业务量；
4、切实做好客户评估，保障资金安全，落实
回款及时回笼。
/任职要求 /
1、熟悉宠物行业特点；
2、熟悉宠物浴缸的销售渠道，懂得独自开发
客户；
3、在宠物销售行业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4、有相关行业资源优先。
/薪资 /
3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提成约 1-3%

研发部经理 佛山
佛山市爱立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E1J06
人事部电话：0757-28100110
人事部邮箱：ken@gemy.cn

/岗位职责 /
1、拟制宠物按摩浴缸等新产品结构设计方案
和项目计划；
2、负责整个模具开发流程，对新产品进行数
据评估；
3、负责完成产品的原型与模具设计；
4、负责对工艺探讨，满足工艺要求；
5、负责协助开发推行标准生产工艺；
6、负责对图形文档的及时更新与保存；
7、处理制图在生产中的各种异常及时纠正。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25-35 周岁，能熟练操作
3Dmax、AUTO-CAD、等常用软件；
2、熟悉宠物洗浴产品的特点，特性；
3、熟悉机械原理，熟练掌握机电一体化设计；
对产品结构设计、材料和加工工艺有一定的了
解，熟悉行业发展动向；
4、能独立处理新产品开模后的跟进、结构改良、
测试与认证、资料编制等；
5、在相关宠物浴缸行业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薪资 /
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提成约 1%

大区经理 / 全国 负责区域所在地
澳乐倍（武汉）技术有限公司 W4E11
人事部电话：027-83081566
人事部邮箱：albyiban@163.com

/岗位职责 /
1、面向所负责区域的宠物代理商的开发、维
护和销售管理，对回款和增长负责；
2、协助代理商开发终端如宠物店、宠物医院，
规划终端网点建设；
3、执行公司销售政策及促销方案，申请合理
费用、物料等资源，完成区域市场销售任务；
4、实施所负责区域的品牌推广活动，提高品
牌知名度及美誉度；
5、反馈行业及竞品的市场动态及信息。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成熟自信；希望通过努力
改变生活，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2、有长远发展的愿望，知道成功需要慢慢沉
淀而不是短期投机；
3、喜欢宠物或有饲养宠物经验，愿意和他们
一起成长甚至慢慢变老；
4、爱交朋友；爱销售，爱学习，愿意不断成长；
5、男女不限，一年以上宠物行业工作经验，
非本行业人员请勿投简历。
/薪资 /
5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年终奖、期权奖励

电商运营 

深圳、北京
猫宁宠控科技有限公司 

N4F21
人事部电话：18701462022
人事部邮箱：gaomeng01@newhope.cn

/岗位职责 /
1、负责线上线下的整体运营分析，行业数
据分析并提交分析报表；
2、负责线上推广，活动策划，针对推广和
活动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提出营销改进
措施；
3、做好年度及季度规划，统筹渠道预算达
成及处理相关业务事宜；
4、熟悉电商平台操作流程和交易规则及关
注相关公告发布并作出及时反应对策。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
2、1年以上网店运营经验（含品牌店铺运营）；
3、熟悉电子商务流程，了解电商运营的工具，
如直通车，参与策划过电商线上活动；
4、良好的沟通协调与数据分析能力，具备
较强的抗压力。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补充医疗、商业保险、年底体检、生日福利

市场营销经理 深圳、北京
猫宁宠控科技有限公司 N4F21
人事部电话：18701462022
人事部邮箱：gaomeng01@newhope.cn

/岗位职责 /
1、负责营销推广策划，涵盖线上线下市场推广；
2、负责平台活动策划，营销推广，充分利用
平台的各种活动资源，深挖客户的需求，定期
策划线上、线下活动，促进公司产品的曝光率
促成公司完成销售任务；
3、负责持续跟进公司产品与各电商客户渠道
的销售情况；  
4、结合公司产品特色形成社区推广方案并执
行落地等。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市场营销的经验，
对消费者洞察有较强的敏感度；
2、具备同理心和用户思维，了解用户心理以
及行为；
3、具有创造性，抗压能力强，以结果为导向
的意识，具有很强的行动力、执行力；
4、有责任感，对工作有激情，踏实肯干，有方法，
求真务实。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补充医疗、商业保险、年底体检、生日福利

区域经理 京津冀、山东、浙江、江苏、
湖南、湖北、广东（广州、佛山、珠海）
中鲨宠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W4S05
人事部电话：18605410368（韦小姐）
人事部邮箱：hr@joinsha.com

/岗位职责 /
1、按期完成或超期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销售
任务；
2、及时反馈客户对公司产品的意见、建议，
做好售后服务和客户管理；
3、切实做好客户评估，保障资金安全，落实
回款及时回笼。
/任职要求 /
1、动医、动科、畜牧或市场营销相关专业优先，
专科以上学历；
2、了解宠物食品、保健品行业，并有相关行
业 1 年以上工作经验；
3、有相关行业资源优先。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补充商业险、年度体检、过节费、
带薪年假、年终奖、餐补、油补、住宿补贴

业务员 全国（北京、天津、河北地区除外）
稻草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E7E71
人事部电话：13942073066（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ghosterrhk@hotmail.com

/岗位职责 /
负责该地区产品销售及推广。
/任职要求 /
年龄 20-35 岁，喜欢宠物，对宠物食品有一定
的了解。有 1 年以上销售经验或曾从事宠物行
业者优先。
/薪资 /
底薪 + 高提成
/岗位额外福利 /
满勤奖、年终奖、交通补助、五险一金

用户运营 福州
稻草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E7E71
人事部电话：13942073066（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ghosterrhk@hotmail.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微信端用户的运营及维护，提升用户
粘性；
2、资源整合、多渠道挖掘流量，实现用户增长；
3、对产品有自我的认识，落地执行策划营销
事件，并有效结合用户资源进行维护转化。
/任职要求 /
1、有一年以上社群运营经验；
2、有猫狗相关养宠经验，养宠者最佳；
3、有宠物类社群资源者优先；
4、积极主动，善于沟通，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5、拥有较强的行业敏感度、分析判断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及跨部门协同能力者优先考虑。
/薪资 /
7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全勤奖、年终奖、五险一金、加班补助

文案 福州
稻草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E7E71
人事部电话：13942073066（微信同号）
人事部邮箱：ghosterrhk@hotmail.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宠物垂直类目公众号、小红书号、微
博账号等的运维，及产品的投放；
2、了解行业和竞品动态，规划和及时调整内
容运营方向；
3、相关电商产品详情页文案的提炼；
4、协助社群端，做好内容运营；
5、参与短视频脚本、文案编辑；
6、参与公司产品规划，跨团队沟通。
/任职要求 /
1、有猫狗相关养宠经验，现养宠者最佳；
2、热爱写作、记录，有微信公众号、小红书、
微博等平台的采编、写作工作经验；
3、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热点捕捉能力、沟
通能力及活跃的思维能力。
/薪资 /
5000-1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全勤奖、年终奖、五险一金、加班补助

宠物食品研发工程师 深圳龙岗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B51
人事部电话：0755-86291155
人事部邮箱：xiabing@reddogchina.com

/岗位职责 /
1、制定公司宠物食品的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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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国内外技术资料，关注宠物食品的产
品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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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送检、货架期测试、
成本改进等；
5、负责成熟产品的生产工艺的制定，培训，
查证及改进。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食品科学与工程或相关专业，
有宠物食品开发的经验；
2、4 年以上宠物食品行业或人用食品行业同
岗位工作经验；有相关产品配方、对宠物行业
的食品，营养成品能独立进行产品研发，工艺
流程建立，工艺控制，产品质量把控；
3、有宠物食品及代加工行业资源者优先。
/薪资 /
面议

临床研究（助理）工程师 深圳龙
岗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B51
人事部电话：0755-86291155
人事部邮箱：xiabing@reddogchina.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进行宠物功能食品的相关临床评估测
试；
2、负责动物实验室日常工作，及动物实验的
设计与执行； 
3、记录整理实验数据以及撰写分析报告；
4、收集新产品市场调研的反馈数据；
5、部门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动物营养、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食品科
科学等临床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2、有动物临床、药理毒理性实验工作、产品
测试经验经验者优先考虑；
3、喜爱宠物，动手能力强，有上进心。
/薪资 /
面议

社交电商渠道主管 / 经理 深圳前海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B51
人事部电话：0755-86291155
人事部邮箱：xiabing@reddogchina.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公司线上平台接待了解客户，挖掘客
户需求，解答客户疑问，引导客户并促进成交，
并跟进维护好用户使用感受；
2、粉丝的的拉新、留存、转化、维护、激活等，
并为业绩结果负责；
3、制定运营机制和运营手段，提升社群的活
跃度和粘度；
4、组织、引导各大社群线上及线下的营销活动，
提升用户购买力 \ 复购率 \ 转化率；
5、规划落实公司各周期社群运营及新媒体运
营推动策略、计划以及活动。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社群销售思维，具有
相关直接经验优先；
2、熟练使用社交工具、微信、社群、QQ 等平
台，善于网络社交和线上分享传播；
3、良好的工作态度和服务技能，有网络营销
和客服经验；
4、较强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亲和力强，工作积极热情。
/薪资 /
面议

电商业务专员 / 主管 深圳前海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B51
人事部电话：0755-86291155
人事部邮箱：xiabing@reddogchina.com

/岗位职责 /
1、线上业务的开拓和渠道维护；开发和维护
终端用户关系；
2、组织所在各网店的价格管控及产品管理工
作，制定销售计划并进行跟踪总结；
3、新品上市和促销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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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
1、有宠物行业之产品的电商销售经验为佳。
京东，沟宝等线上网络的运营经验 4 年以上，
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等专业；
2、有电商渠道开拓和管理经验，熟知电商渠
道销售网络流程以及管理模式；
3、熟知电商平台搭建和运营。
/薪资 /
面议

区域经理 全国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B51
人事部电话：0755-86291155
人事部邮箱：xiabing@reddogchina.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所管理区域的宠物产品的销售计划的
基础执行及达成；
2、根据公司各阶段战略，做好开客户开发、
维护及日常管理工作；
3、通过日常拜访，了解市场的变化和竞争对
手情况，了解客户需求，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变
化；
4、协助部门经理做好本市场客户的建立及升
级管理工作，保持客户档案的完整；
5、根据公司市场策略编制自己负责区域的市
场的销售计划。
/任职要求 /
1、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畜牧兽医相关专业。
熟悉宠物行业（宠物药品、宠物保健品、宠物
用品）；
2、3-5 年区域（省级）市场营销、策划、销售
管理经验。对宠物医院，医辽渠道，用品渠道，
电商渠道熟悉；
3、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
管理技巧；
4、能承受较大的销售业绩完成和团队管理的
工作压力。
/薪资 /
面议

终端业务员 北京、大连、济南、福州、
广州、长沙、上海、南京、徐州、昆明、

成都、西安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B51
人事部电话：0755-86291155
人事部邮箱：xiabing@reddog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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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区域市场范围内的各门店销售计划、
销售数据的统计、跟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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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负责新客户的关系建立和销售工作，老客
户的关系维护；
5、负责区域市场内各门店终端产品的库存检
查，新单跟进；
6、能适应出差。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市场营销，
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为佳，1-2 年快销品
终端业务经验；
2、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3、对快销品等行业有一定的销售理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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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议

新媒体运营 上海
宠萌找货 

人事部电话：021-60167508
人事部邮箱：emma.wang@cmzhaohuo.com

/岗位职责 /
1、搭建公司新媒体矩阵，能够独立运营微信、
微博、短视频平台，根据公司平台相关产品内
容、互联网热点策划选题，打造有传播力的新
媒体内容；
2、负责社群体系的规划和搭建，精准细分，
策划针对性较强的运营活动，提升社群用户的
活跃度、留存率、裂变增长等。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新媒体运营经验，有成功的项目
落地案例，有宠物行业、互联网行业 B2B 平
台工作经验优先；
2、有从 0到 1搭建新媒体矩阵的经验（微信、
微博、抖音、快手、头条等自媒体），能够独
立完成图文内容的选题、视频内容的策划以及
拍摄执行；
3、文字功底深厚，审美在线，有较强的视频
文案策划能力，且能快速有效的落地执行。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用户运营 上海
宠萌找货 

人事部电话：021-60167508
人事部邮箱：emma.wang@cmzhaohuo.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用户增长、体系搭建，制定用户分层
策略及方法，通过各种运营手段与工具，有效
提升用户的留存、活跃与转化；
2、准确把握、挖掘、分析用户需求，通过制
定不同运营策略、运用各种运营手段，提高用
户留存及转化；
3、负责线上活动和专题的策划，以及协助负
责线下活动的策划及与线上的结合，落实活动
执行并追踪活动效果。
/任职要求 /
1、3 年以上互联网行业及用户运营相关岗位
工作经验，熟悉用户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和用户
分层设计；
2、熟悉线上用户运营，擅长用户活动策划与
用户数据分析，对数据及用户行为变化敏感；
3、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衷于用户行为研究，
思维活跃、执行力强；
4、理解能力强，热爱工作，能够承受工作压力，
有从 0 到 1 的项目经验。
/薪资 /
10000-20000 元 / 月

平面设计师 上海
宠萌找货 

人事部电话：021-60167508
人事部邮箱：emma.wang@cmzhaohuo.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公司网站、app、小程序等平面效果的
设计工作；
2、能够独立完成 LOGO、VI、画册、海报等宣
传物料；
3、协助完成双 V、头条、短视频等营销推广
文案的整理设计工作。
/任职要求 /
1、1-2 年以上平面设计工作经验，美术、平面
设计、广告等相关专业优先；
2、熟练掌握网站，app，小程序、h5 界面设

电商产品经理 上海
宠萌找货 

人事部电话：021-60167508
人事部邮箱：emma.wang@cmzhaohuo.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电商平台相关的产品业务需求分析、
产品的规划、原型设计、实施等工作；
2、产品日常情报收集与整理、市场竞争分析，
竞争对手产品分析，及行业内外所以相关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力；
3、从用户体验角度负责产品的功能及流程验
收测试，保证项目进度、品质及用户体验度。
/任职要求 /
1、大学本科及以上计算机、电子商务、信息
技术等相关专业；

客服评价专员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负责电商平台的评价管理；
2、通过多渠道进行好评评价邀评；
3、评价管理；
4、本岗位有一定的销售属性，多劳多得。
/任职要求 /
1、有淘宝客服相关工作经验 1 年；
2、性格活泼开朗，好沟通；

电商设计师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对接日常电商运营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
2、能够独立完成电商活动视觉的创意设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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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操盘店铺视觉设计能力；
5、配合品牌设计，不断优化线上视觉设计。
/任职要求 /

电商运营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4K21
人事部电话：18717780621
人事部邮箱：ruanyy@cature.cn

/岗位职责 /
1、负责电商平台的精准通营销工具的投放和
优化提升产品转化率；
2、提升店铺及产品流量关键词营销、SEO优化，
提升店铺及产品的访问量；
3、精通平台关键字策略、熟悉天猫 / 京东的
搜索排名和优化熟悉直通车钻石展位提升网店
的实际流量；

计等工作技能；
3、熟悉 coreldral,  Photoshop,  Illustrat 等软
件；
4、有较强的色彩搭配能力及审美观念，有手
绘功底，能够根据产品贴合文案完成整体设计。
/薪资 /
8000-10000 元 / 月

2、三年以电子商务产品分析设计实施经验，
且熟悉互联网产品整体实现过程，包括需求分
析，方案设计，项目管理，产品发布，运营监
控等；对市场发展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
意识。
/薪资 /
10000-15000 元 / 月

美容师助理 门店就近分配
悠尼宠物 
人事部电话：18602107942（熊新丽）
人事部邮箱：1512213429@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日常宠物的洗护工作。
/任职要求 /
会基础的洗护工作，有较强的沟通与团队协作
能力，爱护动物，能吃苦，有任责心，上进心，
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薪资 /
4500-6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双休、五险一金、生日福利、带薪年假、可跟
主管学习剪毛

活体销售 门店就近分配
悠尼宠物 
人事部电话：18602107942（熊新丽）
人事部邮箱：1512213429@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店内活体的售卖及卫生的打扫。
/任职要求 /
对宠物品种有一定的了解及生活习性的认知，
有较能的沟通和表达能，服务意识强，执行力
强。
/薪资 /
5000-8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双休、五险一金、生日福利、带薪年假

饲养员 门店就近分配
悠尼宠物 
人事部电话：18602107942（熊新丽）
人事部邮箱：1512213429@qq.com

/岗位职责 /
负责店里所有宠物的日常生活及卫生的打扫。
/任职要求 /
有宠物行业饲养工作会开车优先，有较强的沟
通与团队协作能力，爱护动物，能吃苦，有任
责心，上进心，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薪资 /
4500-65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生日福利、带薪年假

宠物美容师 上海市闵行区
蹦哒星球 
人事部电话：13761989815（陈佳雯）
人事部邮箱：1049074458@qq.com

/岗位职责 /
1、独立完成宠物修剪、美容造型、洗澡、刷牙、
spa 护理等；
2、能与客户沟通宠物基本美容、喂养、护理
等小知识；
3、寄养宠物的日常工作与寄养间的日常清洁；
4、了解且能向顾客介绍推荐店内售卖的宠物
相关商品；
5、店内日常清洁及设备维护。
/任职要求 /
1、有一定的宠物医护知识，了解不同宠物的
生活习性及性格特点；
2、拥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宠物相关专业者优
先或持有 C 级及以上宠物美容师证者优先；
3、有两年以上宠物美容工作经验；
4、性别不限，耐心仔细，有责任心，服务意识好，
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5、真心喜爱宠物，能把所有宠物当成自己的
宠物般看待，自己有养宠物者优先。
工作时间：10:00-20:30 做六休一
/薪资 /
1、底薪 6000-8000+ 提成；
2、餐补 + 住房补贴（可提供住宿：全新精装
修卧室，领包入住，距店铺步行约五分钟，交
通便利，临近地铁一号线和十二号线，出行方
便）。
/岗位额外福利 /
1、年底奖金；
2、定期组织员工员工；
3、老板人好很随和，零食饮料不限量供应。

宠物美容师助理 上海市闵行区
蹦哒星球 
人事部电话：13761989815（陈佳雯）
人事部邮箱：1049074458@qq.com

/岗位职责 /
1、独立完成宠物洗澡、刷牙等基础护理；
2、协助宠物美容师完成相关工作；
3、能与客户沟通宠物基本美容、喂养、护理
等小知识；
4、寄养宠物的日常工作与寄养间的日常清洁；
5、了解且能向顾客介绍推荐店内售卖的宠物
相关商品；
6、店内日常清洁及设备维护。
/任职要求 /
1、有一定的宠物医护知识，了解不同宠物的
生活习性及性格特点；
2、拥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宠物相关专业者优先；
3、有至少半年的宠物店洗澡护理工作经验；
4、性别不限，耐心仔细，有责任心，服务意识好，
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5、真心喜爱宠物，能把所有宠物当成自己的
宠物般看待，自己有养宠物者优先。
工作时间：10:00-20:30 做六休一
/薪资 /
1、底薪 4000-6000+ 提成；
2、餐补 + 住房补贴。
/岗位额外福利 /
1、年底奖金；
2、根据表现可晋升美容师；
3、定期组织员工活动；
4、老板人好很随和，零食饮料不限量供应。

首席宠物美容师 成都高新区
成都斑默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8029928/13436538990/15
81024475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609193941@
qq.com;Peiyihe_527@163.
com;xxhearter@163.com

/岗位职责 /
1、灵活熟练掌握全犬种、猫的宠物美容造型
技术；
2、犬猫基础护理、洗护、美容、寄养看护；
3、严格执行公司制定各项专业流程。
/任职要求 /
1、热爱宠物，有责任心，熟悉宠物相关知识，
有两年以上宠物美容的经验；
2、需持有 B 级美容师职业资格证，有 A 级职
业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3、较强的语言表达与客户沟通能力，服务意
识强；
4、会多种美容造型，可以做简单的疾病处理。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

中级宠物美容师 成都高新区
成都斑默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8029928/13436538990/15
810244756（朱女士）
人事部邮箱：609193941@
qq.com;Peiyihe_527@163.
com;xxhearter@163.com

/岗位职责 /
1、灵活熟练掌握全犬种、猫的宠物美容造型
技术；
2、犬猫基础护理、洗护、美容、寄养看护；
3、严格执行公司制定各项专业流程。
/任职要求 /
1、热爱宠物，有责任心，熟悉宠物相关知识，
有宠物美容的经验；
2、需持有 C 级美容师职业资格证；
3、较强的语言表达与客户沟通能力，服务意
识强。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

宠物店店长 北京市 MentaPets 萌它宠
物门店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全面主持店面的管理工作，配合上级的各
项营销策略的实施；
2、做好门店内的全体人员管理工作；
3、制定门店内的日常工作计划；
4、监督商品的进货、补货，做好进货验收、
商品陈列、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管理工作；
5、监督门店商品损耗管理，把握商品损耗尺度；
6、掌握门店内各种设备的维护和保养知识；
7、监督门店内外的清洁卫生工作；
8、客户关系维护，并妥善处理顾客投诉；
9、对门店员工的培训教育；
10、和上级汇报门店营运情况和问题反馈。
/任职要求 /
1、2 年以上宠物店店长工作经验，有宠物美
容等方面相关经验； 
2、熟悉零售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零售
运营流程；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4、能独立完成常见犬种和猫咪的洗澡、美容
造型，可根据不同犬猫特点设计并完成造型的
优先；
5、目前正在养宠，喜欢小动物，有爱心，品
质优良，热情开朗。
/薪资 /
9000-13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1、月度季度绩效奖金；
2、入职上五险；
3、晋升空间大；
4、专业的运营团队带队给予多方面门店运营
指导；
5、每 3 个月有一次晋升机会。

宠物店美容师 北京市 MentaPets 萌
它宠物门店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能独立完成常见犬种和猫咪的洗澡、美容
造型，可根据不同犬猫特点设计并完成造型；
2、了解宠物身体结构、生活习性及性格特点，
掌握简单的疾病处理；
3、了解宠物营业学知识，能够根据宠物情况
有针对性的销售店内商品；
4、能够接受标准化流程培训，保证工作区域
卫生保洁；
5、能够独立完成对美容师助理的培训工作；
6、协调好与同事的工作，照顾寄养宠物的日
常生活；
7、有一定的训犬知识，能对狗狗进行简单的
训练；
8、能独立完成增值服务，并且有推销经验的
优先；
9、擅长商品陈列，熟悉商品卖点的优先；
10、协助店长完成店内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有两年以上宠物美容的经验，喜爱宠物行
业工作； 
2、有专业等级证书或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3、较强的语言表达与客户沟通能力，服务意
识强。
/薪资 /
6000-15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1、薪资结构：底薪 + 补助 + 提成 + 丰厚奖金；
2、入职次月上团体意外险；
3、团队氛围好，有晋升空间；
4、有多名技术专家指导。

宠物店美容师助理 北京、天津、上
海 MentaPets 萌它宠物门店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主要负责常见犬种和猫咪的洗澡工作；
2、了解宠物身体结构、生活习性及性格特点，
掌握简单的疾病处理；
3、了解宠物营业学知识，能够根据宠物情况
有针对性的销售店内商品；
4、能够接受标准化流程培训，保证工作区域
卫生保洁；
5、协调好与同事的工作，照顾寄养宠物的日
常生活；
6、有一定的训犬知识，能对狗狗进行简单的
训练；
7、能独立完成增值服务，并且有推销经验的
优先；
8、擅长商品陈列，熟悉商品卖点的优先；
9、协助店长和美容师完成店内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有宠物美容方面学习经验，热爱宠物行业
工作； 
2、有宠物店助理工作经验的优先；
3、有专业等级证书或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4、较强的语言表达与客户沟通能力，服务意
识强。
/薪资 /
4000-8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1、薪资结构：底薪 + 补助 + 提成 + 丰厚奖金；
2、入职次月上团体意外险；
3、团队氛围好，有晋升空间；
4、有多名技术专家指导。

招商经理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
区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负责全国连锁加盟渠道布局的规划并组织
加盟渠道的拓展；
2、定期提交个人年、季、月度的业绩完成情
况分析，以调整招商内容和条件，保证与市场
发展的平衡；
3、负责参加连锁加盟招商会，重大项目的管理、
监控和重点市场的开拓；
4、与招商总监保持良好的沟通，配合招商团
队达成招商目标；
5、协助接待客户的到访及外出会议接待的支
持等。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
2、一年及以上相关电销工作经验；
3、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客
户关系管理能力；
4、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客户服务意识和团
队合作意识并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
5、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6、喜欢小动物，养宠物的优先。
/薪资 /
8000-30000 元 / 月，无上限
/岗位额外福利 /
1、入职五险一金；
2、领导 nice；
3、月度季度绩效奖金；
4、大牛亲自带队。

连锁店运营总监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
经济开发区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根据公司发展和战略规划，制定门店的总
体销售战略、销售计划及量化销售目标；
2、组织、策划、监督、推进门店运营中心的
各项规划和计划的实施，领导完成公司下达的
销售任务；
3、负责部门年度费用预算，加强本部门的成
本管理意识，合理控制费用；
4、负责领导、组织、规划、修订运营管理体系、
业务流程及操作规范，并贯彻落实；
5、负责主持运营中心各项重大会议，检查、
督促和协调下属各部门的工作进展；
6、负责对部门内下属人员工作相关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的培训与指导，负责本部门各下
属人员工作的监督、管控、考核及指导；
7、分析市场行情，通过数据及竞争对手分析
定制门店整体提升方案；
8、处理门店重大突发事件。
/任职要求 /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连锁门
店经营管理工作经验；
2、具备门店运营知识，成本控制、库存管理、
项目管理能力；
3、熟悉零售商业操作系统（如 ERP、收银、
会员管理等）；
4、较高的领导力水平、心理素质，抗压能力强；
5、有养宠经验，经常出入宠物店及宠物医院
者优先。
/薪资 /
30000-5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1、入职五险一金；
2、领导 nice；
3、月度季度绩效奖金。

商品运营经理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
开发区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主要负责宠物连锁店快销商品的整体规划，
制定采购计划及相关预算，优化流程，完成部
门内各项任务指标；
2、负责组织完成所负责商品品类的市场调查、
分析，改善及丰富相关商品品类；
3、负责组织完成所负责商品品类的市场调查
和分析，改善并丰富相关商品品类；
4、负责准确的为新商品进行价格定位，并决
定订单数量，确定新商品陈列位置及方式；
5、对所负责品类的销售、毛利及营业收入负责；
6、负责门店库存管理、临期商品和过期商品
等的处理；
7、定期制定商品售卖活动，文案、软装及陈
列方式等，并对销售结果负责。
/任职要求 /
1、大专以上学历；
2、3 年以上连锁行业零售采销工作经验；
3、具有市场预测能力、成本核算能力、沟通
能力和学习能力；
4、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5、经常进出宠物店，有养宠经验的优先。
/薪资 /
10000-2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1、入职五险一金；
2、领导 nice；
3、月度季度绩效奖金；
4、大牛亲自带队。

服务运营经理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
开发区

MentaPets 萌它宠物全国连锁 
人事部电话：18601933587（王奕力）
人事部邮箱：hr@petsknow.cn

/岗位职责 /
1、负责基于连锁宠物店服务效率的提升，包
含运营制度的制定、流程的梳理等；
2、负责连锁店线上服务标准的制定，包含但
不限于微信、抖音、大众点评等；
3、负责各门店的服务方面需求调研，进行需
求和痛点的收集及分析，将需求和痛点转化为
运营文档并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4、基于标准化手册的培训、监督、执行落地；
5、协调产品及技术资源完成系统优化及搭建
落地，从而驱动业务团队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提升；
6、负责客诉处理流程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任职要求 /
1、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零售行业 SOP 流
程梳理工作经验；
2、对连锁行业物业流程熟练，能深刻理解业
务需求，给予业务工作支持；
3、学习和创新能力强，思维逻辑缜密，善于
发现、分析、总结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4、有良好的文案能力，熟悉办公软件的操作；
5、善于跨团队协调协作，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和问题处理能力，能够冷静并良好处理各种
应急事项，并推进问题的解决；
6、经常进出宠物店，有养宠经验的优先。
/薪资 /
10000-20000 元 / 月
/岗位额外福利 /
1、入职五险一金；
2、领导 nice；
3、月度季度绩效奖金；
4、大牛亲自带队。

宠物医生 杭州、合肥、长兴
杭州安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6478477（包女士）
人事部邮箱：baoziqing@anpengpet.com

/岗位职责 /
1、针对宠物进行医学检查、书写病历、记录
病案；
2、对宠物实施化验、影像、穿刺技术以及其
他诊断程序，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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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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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宠物疑难病例进行会诊或转诊；
5、观察宠物术后病情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治
疗措施；
6、隔离感染传染病或人畜共患病的宠物，采
取预防措施并及时上报疫情；
7、开展宠物疾病诊疗技术的研究。
/任职要求 /
1、有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动物医学或畜牧
兽医专业及大专以上的学历；
2、有 1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强，懂得如何和顾客及团队进行正确
的沟通；
3、能独立进行动物疾病诊疗的全科医生；
4、能熟练操作诊疗仪器设备；
5、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 , 明确自身
的职业规划；
6、熟悉掌握宠物医院日常工作流程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加班费、餐补房补、定期团建、培
训补贴

宠物医生助理 杭州、合肥、长兴
杭州安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6478477（包女士）
人事部邮箱：baoziqing@anpengpet.com

/岗位职责 /
1、在诊断、检查和治疗期间协助宠物医师，
安抚宠物并消除其紧张情绪；
2、负责宠物手术前麻醉，备毛，术前准备及
常规仪器器械操作与消毒；
3、负责实验室诊断样本测试，包括尿液、排
泄物和血液样本测试，协助医生拍摄 DR 等工
作；
4、负责住院宠物的护理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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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医院器材环境的清洁消毒、减少交叉感染
的几率；
7、院内药品、耗材的盘点及整理；
8、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任职要求 /
1、动物医学、畜牧兽医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具有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者；
2、善良勤奋，有爱心、责任心、为人踏实肯干、
做事细心；
3、善于沟通，学习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团队
精神；
4、服从医院安排，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
爱岗敬业。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加班费、餐补房补、定期团建、晋
升完善

宠物美容师 杭州
杭州安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6478477（包女士）
人事部邮箱：baoziqing@anpengpet.com

/岗位职责 /
1、能独立完成常见犬种的洗澡及美容造型，
可根据不同犬只特点设计并完成造型；
2、了解宠物的身体结构、生活习性及性格特点，
会做简单的疾病处理；
3、能向顾客独立介绍宠物美容产品。
/任职要求 /
1、有一年以上宠物美容的经验，喜爱宠物行
业工作；
2、有专业等级证书或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3、较强的语言表达与客户沟通能力，服务意
识强。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加班费、餐补房补、定期团建

宠物医院前台 杭州
杭州安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6478477（包女士）
人事部邮箱：baoziqing@anpengpet.com

/岗位职责 /
1、负责前台收银，各类数据报表的统计；
2、负责客户的预约、接待、咨询服务，及时
接听电话并记录；
3、负责宠物用品销售、货品盘点及记录；
4、收发公司邮件、报刊和物品，并做好登记
管理及转递工作；
5、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
1、熟悉前台工作流程，工作细致耐心，反应
敏捷，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2、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普通话标准；
3、喜爱小动物，家里有养宠经验的优先。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加班费、餐补房补、定期团建、晋
升完善

采购助理 杭州
杭州安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6478477（包女士）
人事部邮箱：baoziqing@anpengpet.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采购开展日常工作，定期进行市场调查，
根据生产物料申购单编制采购计划单；
2、协助采购负责生产所需原材料、辅材、设备、
包装材料的采购工作，同时协助采购与供应商
谈判价格、付款方式、交货日期、费用支付；
3、协助采购进行采购进度的追踪，严密跟踪
采购单的进展情况，及时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确保材料及时采购到位，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4、协助采购进行供应商资质的考核及资料的
管理，及时更新产品技术要求，跟踪新供应商
的报价和样品比对，做好市场调查，并建立合
格供应商档案。
/任职要求 /
专业不限，至少有 1 年的工作经验。同岗位工
作经验 2 年以上，宠物、医疗等相关行业优先
录用。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定期团建、法定节假日休息

宠物医院运营 杭州
杭州安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676478477（包女士）
人事部邮箱：baoziqing@anpengpet.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经理对所在地医院的运营管理；
2、协助了解当地市场竞争变化及行业动向；
3、协助经理完成和完善培训、规范等工作；
4、各医院固定资产及药品、耗材等管理、陈
列及存货管理等；
/任职要求 /
1、有相关行业经验优先；
2、能够针对经营目标分析和落实执行方案，
并有很强的执行能力；
3、具备互联网思维和服务意识；
4、正直开朗，具备很强的沟通能力，善于学
习创新和分享，能承受压力；
5、熟练操作 Word、Excel、PPT 等办公软件；
6、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强的责任心和
事业心，有较好的职业操守；
7、动物医学、畜牧兽医专业优先。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五险一金、定期团建、法定节假日休息

兽医 徐汇区田林路 132 号 -1A
上海领华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817290942（刘女士）
人事部邮箱：aita_zhaop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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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体检；
4、对生病动物实施检查和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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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要求 /
1、两年以上的接诊经验，能处理日常病例和
基础手术；
2、热爱动物和自然，懂得生命的尊严和平等；
3、热爱兽医职业并准备长期投身于兽医事业；
4、动物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
5、具有全国执业兽医资格；
6、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明确自身
的职业规划；
7、有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懂得如何和顾客
及团队进行正确的沟通。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外训、团队活动、做五休二、节假日福利、日
常零食等

兽医助理 徐汇区田林路 132 号 -1A
上海领华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人事部电话：13817290942（刘女士）
人事部邮箱：aita_zhaopin@163.com

/岗位职责 /
1、协助兽医开展日常诊疗工作，保定动物、
安抚动物以消除紧张情绪、安慰；
2、协助兽医开展诊室跟诊、检验化验、影像
学检查、等诊断工作；
3、协助兽医开展手术、和执行动物麻醉管理。
4、负责住院动物管理，严格遵守医嘱要求进
行诊疗服务。
/任职要求 /
1、热爱动物和自然，懂得生命的尊严和平等；
2、爱心，有热情，有正义感；
3、热爱兽医职业并准备长期投身于兽医事业；
4、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
5、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6、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7、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
/薪资 /
面议
/岗位额外福利 /
在职培训、团队活动、做五休二、节假日福利、
日常零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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