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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系统 

学术专员 200 本科 医学、药学、生物相关 全国各地 

区域产品专员 20 硕士 医学、药学、生物相关 全国各地 

患教专员 10 本科 医药相关专业 全国各地 



商业

系统 

商业代表 50 本科 专业不限（医药、财务、计算机专业优先） 全国各地 

连锁 KA 代表 10 本科 专业不限（医药、财务、计算机专业优先） 全国各地 

品牌专员 4 本科/硕士 医药相关专业 南京 

电商专员 10 本科 电子商务、广告、新媒体、新闻、播音主持 南京 

职能

系统 

政策事务岗 1 硕士 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 

投标专员 1 本科及以上 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 

科技项目助理 2 本科及以上 医药、生物、化工相关 南京/连云港 

知识产权顾问 4 硕士 化学、药化、药学、生物相关 南京 

行政接待专员 2 大专及以上 药学、中文或播音主持等相关专业 南京 

文秘 1 本科 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字类相关专业 南京 

质量

系统 

实验助理 4 大专 生物、化学、药学及实验动物相关专业 连云港 

分析工程师（QC） 31 本科 药学、化学、环境监测、生物等相关专业 连云港 

微生物检验员 1 
大专及以上

学历 
药学及相关专业 连云港 

验证工程师 2 本科 药学相关 连云港 

现场 QA 3 本科 药学相关 连云港 

QC 检验员 12 大专 化学、药学、生物相关专业 南京 

生产

系统 

工艺工程师 3 本科/硕士 药剂学、药物分析或者药学 连云港 

药品生产技术员 140 大专 生物、药学及机电、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制剂工艺员 10 本科 生物及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细胞培养工程师 20 本科 生物及药学相关 南京 

分离纯化工程师 20 本科 生物及药学相关 南京 

设备维修工程师 8 本科 机电、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 南京/连云港 

机电工程技术员 10 大专 机电、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 南京/连云港 

仪表技术员 2 大专 自动化专业、测控相关专业 南京 

研发

系统 

国际注册专员 1 硕士 药学相关 南京/连云港 

非临床 PM 1 硕士 药理学、生物学 南京 

项目调研员 2 硕士/博士 药学、制剂、药理、生物等相关专业 南京 

影像数据管理员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南京 

合成研究员 21 本科及以上 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分析研究员 6 本科/硕士 生物、化学、药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药物设计研究员 2 博士 化学、计算化学、药物设计等相关专业 南京 

生物药研究员 13 本科及以上 药理学、药物分析、生物学相关专业 南京/连云港 

生物药研究员助手 1 大专 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工等相关专业 连云港 

筛选评价研究员 11 本科及以上 药理学、药学、生物、医学等相关专业 南京 

研发安全管理员 1 本科及以上 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 南京 

制剂研究员 9 硕士/博士 药物制剂 南京/连云港 

医学经理-影像 1 硕士 医学影像学相关专业 南京 

药代动力经理 1 博士 药代动力相关专业，生物大分子方向 南京 

临床数据管理员 2 本科及以上 医药卫生相关专业 南京 



生物统计师 1 硕士 本硕均生物统计专业 南京 

临床监查员 25 本科及以上 医药相关专业 全国多地 

临床稽查员 2 硕士 医药相关专业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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