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届秋季校园招聘简章 

【公司简介】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2年创立于深圳市南山区，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商用

车综合监控和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作为国内智能车载综合监控领域的优秀企业，锐明产品

已成功应用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交监控及智能调度解决方案、城市出租营运监控及电召

解决方案、轨道交通、校车、长途客运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安全监管解决方案。 

公司以视频图像处理技术为基础，融合卫星定位、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多年的

积累，已逐步发展形成系统化、行业化、智能化的系列终端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公司曾参与

国内交通部和地方的多项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制定，拥有业内知名的专业品牌，产品已应用在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商用车辆。 

锐明高度重视自主研发，在计算机视觉、视频基础技术及视频智能分析技术、车载电子

技术、云计算及数据挖掘等领域具有深厚积累，自主研制的商用车综合监控产品涵盖“驾驶员

及车辆异常状态检测”、“道路车辆违规行驶检测”和“人及车辆等目标检测及身份识别”等

应用功能。作为车载综合监控智能化、高清化、综合化及网络化的重要引领者、见证者，锐明

将始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服务社会，为人类的安

全出行保驾护行。 

 

 

【研发实力】 

600 余人的专业研发团队，深圳、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北京分别设立研发中心； 

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已经拥有国家专利一百余项； 

研发投入逐年递增，均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4%左右。 

【公司文化】 

公司人才观：跨越“专业边界”，突破“发展边界”，坚守“奋斗精神” 

公司经营理念：以客户为中心 

【福利待遇】 

◆ 竞争力的薪酬 



 

我们通过专业咨询公司密切关注市场薪资状况，每年及时调整薪资政策，以保证具有竞争力的

薪资水平； 

我们拥有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根据员工工作业绩表现及公司年度的目标达成情况发放业绩奖

金； 

优秀员工奖励：优秀新员工奖、服务质量奖、创新飞跃奖、特殊贡献奖、5年/10年贡献奖、

技术发明专利奖等； 

员工福利：午餐补贴、通讯补贴、电脑补贴。 

◆ 全面的保险保障 

我们为员工量身定制了完善的保障计划，其中包含：购买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一金（住房公积金）； 

为保障员工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我们为其购买商业意外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 

◆人性化的带薪休假 

我们为员工提供人性化的福利休假：年假、婚假、产假、陪产假等，另法定假日：春节、清明、

五一、端午、中秋、国庆、元旦均按国家政策要求放假。 

◆ 综合的健康保障 

为了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及时发现疾病并予以治疗，公司每年会组织员工进行全身体检。 

◆ 丰富的后勤保障 

节日慰问礼品：端午节、中秋节的节日礼品； 

凡由深圳总部外派到深圳以外办事处长期工作的，公司提供免费宿舍； 

为符合深圳入户政策及公司落户政策的员工办理落户手续； 

花式加班甜点（糖水、沙拉、水果、牛奶、面包）； 

女性员工三八节专属福利、生育贺礼。 

◆ 多彩的员工活动 

年会：每年年初举办迎春晚宴 

员工活动：豪华生日会、六一儿童节圆梦活动、圣诞节活动等 

旅游：年度部门旅游、不定期部门活动 

员工兴趣协会：羽毛球协会、乒乓球协会、游泳协会、篮球协会、电影协会，精彩不停歇！ 

◆ 良好的职业发展 

公司重视员工职业发展，为员工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员工从自身意愿、个人能力出发，

可以选择某一通道进行发展： 

横向职业发展--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职位调整、内部调岗、轮岗 

纵向职业发展--3+1职业发展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业务通道、职能专业通道 

◆ 多维度的培训机制 

作为一家高速发展的高科技企业，我们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能力的进步与提升，为此，

我们不断完善多维度的培训机制帮助员工成长，为您的职业生涯无限增值！ 

全方位的培训体系：入职培训、通用培训、岗位专业技能培训、量身打造远程的系统培训 

多样化的培训形式：课堂授课、主题研讨、案例分享、E-LEARING、行动学习； 

个性化的培训类型：雏鹰、飞鹰、职场精英到卓越人才的各类特色训练营； 



 

人性化的培训方法：专业导师和关怀导师陪伴与你共成长。 

   

【招聘对象】 

2020届在校本科生、硕士、博士（毕业时间：2020.1.1-2020.12.31） 

2019-2020届海外留学生/在华国际生（毕业时间：2019.1.1-2020.12.31） 

【工作地点】 

深圳、重庆、成都、北京、南京、上海 

备注：国内营销/技术支持工作地点为全国、海外销售/技术支持工程师工作地点为海外 

【招聘流程】 

网申→简历筛选→现场笔试→面试→签约 

【宣讲城市】 

深圳、广州、重庆、成都、武汉、西安、桂林、香港 

【网申启动时间】 
2019年 7月 18日 

【网申地址】： 

PC端：http://streamax.zhiye.com/Campus 

微信公众号：“锐明招聘” -“校园招聘”-“2020届全球校招” 

微信二维码： 

 

详情请至官网查看招聘最新动态，https://streamax.zhiye.com/home 

更多第一手资讯，也可同步关注微信公众号！ 

 



 

【招聘岗位】 

招聘职位 工作地点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薪资范围(年薪) 

计算机视觉算法工程师 深圳/重庆/成都 理工科专业 硕士/博士研究生 35 万-70万 

语音识别算法工程师 深圳/重庆/成都 理工科专业 硕士/博士研究生 35 万-70万 

嵌入式开发工程师 深圳/重庆/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Web 前端工程师 重庆/成都/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Java 开发工程师 重庆/成都/上海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成都 理工科专业 硕士/博士研究生 25 万-45万 

服务器开发工程师 重庆/成都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软件测试工程师 深圳/重庆/成都/南京/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Android 开发工程师 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IOS 开发工程师 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硬件开发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电子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前装销售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轨道交通销售工程师 成都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环卫销售工程师(北京) 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区域销售工程师 深圳/全国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海外销售工程师（小语种） 深圳/海外 理工科或外语专业 本科或以上 20 万-40万 

外贸跟单助理 深圳 专业不限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AI 产品管培生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产品管培生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项目管理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项目交付工程师 国内/海外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项目管理助理(南京) 南京 专业不限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市场专员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技术支持工程师(北京) 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5 万-35万 

海外技术支持工程师 深圳/海外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20 万-40万 

行业技术支持工程师 深圳/全国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 深圳/全国 理工科专业 大专或以上 8 万-15 万 

采购助理 深圳 专业不限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计划助理 深圳 专业不限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品质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整机测试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工艺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储备干部 深圳 理工科专业 大专或以上 8 万-15 万 

QE 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SMT 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DE 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PE 工程师 深圳，东莞，孝感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18万 

研发质量工程师 南京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系统开发工程师 深圳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产品安全工程师 成都 理工科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产品线财务 BP 深圳 财会类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会计 深圳 财会类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HRBP 深圳/成都 人力资源专业 本科或以上 11 万-2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