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新华制药各级子公司招聘计划

公司是由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在寿光市全资筹建的大型独资企业。

公司地处全国驰名的蔬菜之乡寿光市侯镇工海洋化工园区，主要从事原料药、医药中间体、

功能新材料、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与经营。总资产 8.6 亿，占地 1300 亩，现有职工 800 余

人，公司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安全二级标准化企业、山东省命名的技术研发中心、山东

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新华制药（寿光）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化学制药、生物制

药、化工

化学制药、生物制药、

化工

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化

工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人：傅霞

联系电话：0536-5396306 13869605227（微信同号）

简历邮箱：xhzysg@163.com 公司地址：寿光市侯镇工业园岔盐路 10 号

新华制药（寿光）有限公司

mailto:xhzysg@163.com


新华制药（高密）有限公司是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医药制剂生

产企业。凭借新华制药化学原料药、医药制剂、医药中间体和医药商业物流等资源优势，迅

速成立兽药和宠物预混合饲料生产基地，深耕动保领域，助力养殖发展，为动物健康保驾护

航。

新华制药（高密）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药学、药物制剂、生物工程、

畜牧兽药

药学、机电一体化、药物制剂、

生物工程、畜牧兽药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

联系电话：0536-5609766

联系人：宋女士 电话：13705366768

公司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高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西）6号

新华制药（高密）有限公司



1953 年，为配合全国第一座化学合成原料药非那西汀生产车间建设，新中国聚集了

全国化学、建筑、电气、设备等专业的专家 16 名，在新华制药厂成立非那西汀设计室，这

便是新华设计院的前身。2002 年按建设部的要求建企成为淄博新华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为省国资委控股的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是一所具有工程

咨询、工程设计、工程建设总承包资质的综合性设计院。公司秉承“精益求精，合作共赢”

的理念，为医药、化工事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在技术服务中为企业创造价值。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新华设计院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家集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和工程建设为一体，

具有化工工程专业、化学原料药专业两项甲级设计资质的综合性工程公司。

序号 职位描述 所学专业 人数 学历要求

1 化工工艺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20 本科及以上

2 结构设计 土木工程/工程结构 7 本科及以上

3 建筑设计 建筑学 3 本科及以上

4 电气设计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3 本科及以上

5 给排水设计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3 本科及以上

6 暖通设计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3 本科及以上

7 仪表设计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3 本科及以上

8 化工设备设计 过程控制与装备 3 本科及以上

9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 3 本科及以上

10 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2 本科及以上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人：石慧 0533-2196583

简历投递邮箱：sdxhpdi@163.com

山东新华医药化工设计有限公司办公地点：

1、青岛淄博青岛市市北区连云港路 66 号青岛国际航运中心 22 层。

2、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新华制药总部大楼 11、12 层。

山东新华医药化工设计有限公司

mailto:sdxhpdi@163.com


山东新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成立，注册资本一个亿，是山东新华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商务业务为基础，引入具有平台优势、运营优势、资源优势的社会资

本及职业经理人团队共同出资的互联网新商业发展模式，是落实国企改革行动方案的创新尝

试。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使新华健康“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战略走

上了快车道。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 B2C、B2B、O2O、跨境、互联网医疗等业务。新华健康

致力于通过新华特色的医药行业资源及供应链优势，联动整合上下游渠道，建成为集医药电

商、创新医疗及供应链、品牌代运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大健康创新服务平台，打造成为全

国范围内具有示范性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商。

山东新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电子商务、医药、市

场营销

电子商务、医药、市场

营销、英语专业

药学、医学、市场营销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人：苗经理

联系电话：0533-2196523

简历邮箱：MZ@xhzy.com

公司地址：山东淄博张店东一路与新村路交叉口新华医药电商创新园

山东新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mailto:MZ@xhzy.com


中美合资淄博新华－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3 年，股东双方分别为山东新

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公司坐落于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区，

是集产、供、销一体的独立公司。

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原料药和固体制剂两大板块，原料药板块的产品为布洛芬原料药，

产品全部销往美国市场。固体制剂板块产品主要有阿司匹林、扑热息痛、氯雷他定、盐酸非

索非那定等约 14 个固体制剂品种，生产规模为 50 亿片/年，制剂产品销往欧美市场。

公司具有健全的安全、环保和质量管理体系，先后几次通过国家药监局 GMP 认证和美国 FDA

认证。

新华百利高 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化工、设备管理 有机合成、药物制剂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伟

联系电话：0533-2195203

简历邮箱：xhperrigo@xhperrigo.com

公司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化工路 13 号

淄博新华-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mailto:xhperrigo@xhperrigo.com


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是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头孢类、

青霉素类、普通类药品的胶囊剂、颗粒剂、片剂等口服固体制剂生产，是集科研、生产、服

务于一体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新达制药 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药学相关专业 药学相关专业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洪刚

联系电话：0533-2195568,0533-3812611

简历邮箱：xdzhaopin@126.com

公司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号

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是大型国有企业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新华及其子公司药品制

剂的销售，现有人员 600 多人，药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地，与各地医疗终端客户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

新华医贸 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医学、药学 药学相关

岗位 市场部产品专员、产品经理 销售区域经理

招聘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老师 联系电话：0533-2195655

简历邮箱：523170592@qq.com

公司地址：高新区鲁泰大道 1号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万博化工位于国家级开发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主要从事医药

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经营，为省级高新技术生产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

公司追求管理现代化、技术高新化，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向社会贡献优秀产品和

优质服务。精细化工产品拥有八项发明专利，四甲基胍、二氮杂二环是高新技术产品，分别

填补国内和省内空白，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居国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企业连年

获得“山东省明星企业”、“产品质量信得过企业”、“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标准化工

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万博化工 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化工及相关专业 化工及相关专业

引进性质（全

职）
全职 全职

招聘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杰 联系电话：0531-2713727 13573306019

联系邮箱：renshi@ xhwbhg.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宝山东路 456 号

公司网址：https://www.xhwbhg.com/

机电公司 2023 年招聘计划
学历 本科 大专及以下

需求专业 电气//机械 焊接、铆工

引进性质（全

职）
全职 全职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533-2195255

山东新华万博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https://www.xhwbh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