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星光电 2017 校园招聘 

华星光电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作为我国自主建设的，迄今国内最高世代的 TFT-LCD 生产线之一，华星一直致力

打造成为极具价值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显示技术企业。目前华星专利数量已超过 17650 件，海外申请专利与华为

中兴同为全国前三并创造多项世界第一 

华星光电一期，二期项目主要着力于电视面板市场，正在武汉快速建设的三期项目将着力于中小尺寸手机、平板面

板市场，目前投资规模达 465 亿的 t6 正规划建设中，同时武汉也以强势启动 t4 项目，此举将进一步完善华星在大

尺寸电视面板和中小尺寸移动终端面板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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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星 

华星 t1 和 t2 项目主要着力于电视面板市场，60 万平米的 8.5 代线厂区为亚洲最大

单体厂房， 主要经营指标连续 14 个季度领跑全球同行，成为全球单一产能最大，

最有效率的 8.5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投资规模达 465 亿的 G11 代线 t6 项目正规

划建设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高世代、投资最大的液晶面板产线。 

 

 

>>武汉华星 

正在快速建设的 t3 和 t4 项目建厂武汉光谷，创武汉市单体项目投资之最，着力于中小尺寸的中高端面板

市场，实现先进技术的综合利用和产品线从大尺寸到小尺寸的拓展，进一步乘胜追击后将实现 LTPS、AFFS、

OLED、Touch panel 等新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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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行程 

 

北京科技大学（本部） 

时间：2016 年 09 月 22 日（周四）19:00-21:00 

地点： 逸夫楼 107 

与 TCL 集团、华星总裁亲密接触，与你娓娓道来他们的人生故事， 

听前辈与你分享求职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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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需求： 

 

岗位大类 岗位名称 学历 专业 

制造类 

工艺设备岗 本科或以上 材料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工业工程类、化学类、机械类、物理学类、自动化类 

现场管理岗 本科 工业工程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研发类 

技术研发岗 
博士或 

优秀硕士生 

物理、光学、电子、材料或半导体相关专业；研究方向为柔性显示，有机发光或驱动

电路设计等为佳 

研发实验线岗 本科或以上 物理、化学、机械、电子、材料等相关专业 

技术职能类 环境安全岗 本科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电气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能源动力类、土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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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岗 本科或以上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 

品质岗 本科 材料类、电子信息类、机械类、统计学类 

专业职能类 

财务管理岗 本科或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学、经济学类 

供应链岗 本科 工商管理、工业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经济与贸易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人力资源岗 本科或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类 

韩语翻译岗 本科 韩语专业/朝鲜族优先 

战略营销类 

销售管理岗 本科 电子信息类、工商管理类 

项目管理

（PM）岗 
本科或以上 电子信息类、光电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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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福利 

华星薪酬遥遥领先同行业，目标年薪 80,000-300,000 以上，具体薪酬福利欢迎宣讲会现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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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拉，有惊喜！  

网申地址 

请务必选投【华星光电】喔  

campus.t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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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星校友名录（部分） 

序号 员工姓名 性别 中心 岗位 学校名称 毕业时间 专业 

1 潘国辉 男 制造中心 主任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09/1/12 材料物理与化学 

2 何峰 男 制造中心 设计安全主任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1/7/1 安全工程 

3 林智生 男 制造中心 色彩一科主任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1/7/1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4 熊登申 男 制造中心 PVD 设备及良率改善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3/7/1 材料物理 

5 刘志宏 男 制造中心 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3/7/1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6 刘三泓 男 研发中心 金属与无机材料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3/7/1 材料物理 

7 涂招 男 环安 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3/7/1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8 陈兴武 男 研发中心 材料制程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1/1 材料科学与工程 

9 雍玮娜 女 研发中心 ACD 设计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1/1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 厉昶霖 男 制造中心 企划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工业工程 

11 熊艮春 男 信息中心 营运系统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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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东卫 男 制造中心 模组物料专员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物流工程 

13 蔡文 男 制造中心 设备异常处理岗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4 娄伟 男 制造中心 设备异常处理岗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15 张曦 男 制造中心 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16 刘园园 男 制造中心 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17 宋家为 男 制造中心 车间管理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18 华鹏 男 制造中心 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4/6/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 赵瑞涛 男 制造中心 干蚀刻设备及良率改善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5/1/1 材料工程 

20 王社 男 制造中心 助理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6/1/12 机械工程 

21 蔡文刚 男 制造中心 助理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6/1/12 机械工程 

22 严国春 男 制造中心 助理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6/1/15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 陈定向 男 制造中心 涂布设备及良率改善助理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6/6/2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4 廖智松 男 制造中心 项目规划助理工程师 北京科技大学 2016/6/24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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