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拯救生命，创新追求卓越

云锦华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研发中心
招聘简章（校招）
一、公司简介
云锦华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注册
于北京中关村生命园区—北大医疗创新谷。公司由世界“人工细胞之
父”加籍华裔功勋科学家张明瑞院士担任首席科学顾问,是专注于世
界前沿生命科技的生物医药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公司在
北京、珠海分别设立研发实验中心，在加拿大设有海外事业部，目标
为打造世界前沿的产品集群。
公司珠海研发中心现有 2500 多平米核心研发平台，已建设有生
物工艺开发平台、生物医药质控研发平台、药理药效学研发平台、分
子与细胞研发平台和生物剂型开发研究平台等，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
物医药研发能力，中试车间规划设计和建设已经启动。曾荣获“中关
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公司致力于在失血性休克急救、缺血缺氧疾病治疗、再生医学等
领域治疗方案的研究与开发，最终为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
创新产品。为了加快满足全球对提高临床救助疗效，以及该领域生物
技术的紧迫和重大需求，
实现拯救民众生命和提升人类健康质量的愿
景、使命，希望有更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专业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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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岗位
岗位

1-工艺研发员

岗位要求

岗位职责

工作
地点

薪酬
范围

1.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化学工程、制药工程、发
酵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具有药物开
发类实习或实验室经验
者优先考虑。
2.有良好的科研素质，曾
参与相关课题或项目者
优先。
3.能独立查阅中外文科
技文献，具有一定的信息
检索能力。

1. 在团队负 责人带领
下参与药物 制剂工艺
开发工作。
2. 参与生物 药工艺的
优化，转移和验证，支
持小试中试生产。
3.负责填写实验记录，
台账和报告，负责数据
分析和实验 报告的撰
写。
4. 负责原始 数据的保
存和归档管理。
5.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珠海

5-15K/月

2-药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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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3-质量研究员

4-质量研究员
（微生物方向）

岗位要求

1.具有药学、化学、药物
分析、生物制药或生物学
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硕士优先，在学校有
相关课题及实验经历研
究。
2.具有基本的中英文写
作能力，具有良好的独立
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

1.具有生物工程、生物技
术、微生物相关专业或生
物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硕士优先，在学校
有相关实验经历，课题研
究。
2.具有基本的中英文写
作能力，具有良好的独立
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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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工作
地点

薪酬
范围

1．在团队负责人带领
下，参与药物制剂的质
量检测工作。
2．参与药品研发过程
质量监控，按药典指导
原则对研究 品种进行
系统的质量研究、质量
标准建立及 检测方法
学研究等工作。
3. 不合格品 处理过程
的管理。
4.负责中间体、成品的
样品质量检测工作。
5. 进行药物 分析检验
方法的开发、验证；
6. 建立稳定 的标准技
术流程。
7. 负责项目 申报 注册
及相关资料 的撰写与
审核。
8.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珠海

5-15K/月

1. 具有微生 物相关知
识，能开展微生物中需
氧菌，霉菌和酵母菌的
检测工作。
2. 能按照方 法学验证
方案开展相 关检测方
法的方法学实验。
3. 懂得维护 日常的使
用仪器及文件起草。

珠海

7-15K/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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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岗位要求

岗位职责

1.基因工程、蛋白质工
程、生物信息学等相关专
业，硕士以上学历，有基
因工程菌株构建相关经
验者优先。
5-分子与基因 2.熟悉一般的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基本操作
技能。
工程研究员
3.具有熟练的英文阅读
能力，能查阅和调研相关
文献，具有良好的独立思
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大学英语四级 425 分
以上。

1. 在团队负 责人带领
下 开展蛋白 质结构及
功能设计与预测，基因
序列设计与优化。
2. 参与建立 稳定高效
的融合蛋白表达系统，
建立稳定、高产菌株的
筛选、优化、评价和制
备流程，完成菌株发酵
培养条件的优化。
3. 对生物转 录本进行
分析和数据挖掘；
4. 建立稳定 的标准技
术流程。
5. 参与项目 申报注册
及相关资料 的撰写与
审核。
6.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1.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发酵工程等相关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
2.发酵岗位特殊，有时需
要倒班，要求能适应发酵
倒班者。
3.良好的无菌保障意识，
具有微生物发酵工作经
验者优先考虑。
4.对设备感兴趣，有设备
维护经验者优先。
5.工作积极主动，有责任
心，稳重踏实，有团队合
作精神。
6.具有熟练的英文阅读
能力，能查阅和调研相关
文献，具有良好的独立思
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

1. 负责基因 工程菌种
发酵工艺研究。
2. 负责与微 生物发酵
相关的检测 、环境监
控、灭菌等。
3. 负责发酵 相关设备
维护维修。
4. 参与发酵 工艺放大
优化与生产。
5. 建立稳定 的标准技
术流程。
6. 参与项目 申报注册
及相关资料 的撰写与
审核。
7.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6-发酵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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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地点

薪酬
范围

珠海

10-15K/
月

珠海
（7-12
人）

7-12K/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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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7-蛋白纯化
工程师

8-化学研究员

岗位要求

岗位职责

1.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生物化学、药学等相关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能独立完成实验，做事
积极主动。
3.了解纯化基本原理，有
蛋白纯化经验者优先。
4.具有熟练的英文阅读
能力，能查阅和调研相关
文献，具有良好的独立思
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大学英语四级 425 分
以上。

1.有机化学、药物化学、
合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
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
学历，有相关实习或研究
经验者优先考虑。
2.熟练应用化学多肽合
成药物研究有关的专业
知识，掌握扎实的药物合
成实验技能。
3.熟悉实验室仪器设备，
熟练使用相关的仪器设
备，了解其原理、性能、
操作规程和保养方法，并
对仪器设备进行正常的
使用和维护管理。
4.能独立查阅中外文科
技文献，具有良好的中英
文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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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蛋白质纯化工
艺实验室研究及放大。
2. 协助团队 负责人进
行蛋白质分 离纯化相
关实验设计，分析解决
相关实验问题。
3. 参与建立 稳定的标
准技术流程。
4. 参与项目 申报注册
及相关资料 的撰写与
审核。
5.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1. 在团队负 责人带领
下参加化学研究工作；
2. 参与化学 合成药物
研究技术的优化，转移
和验证，支持小试中试
生产。
3、负责填写实验记录，
台账和报告，负责数据
分析和实验 报告的撰
写。
4.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工作
地点

薪酬
范围

珠海

6-12K/月

珠海

7-15K/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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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岗位要求

1.生物材料、生物医学工
程、高分子化学材料等相
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
有相关项目经验者优先
考虑。
2.对生物材料行业有一
定的认识，具有扎实的实
9-生物材料研
验操作技能。
3.了解生物材料研发相
究员
关法规，及时掌握行业研
发动态，有较强的创新思
维能力。
4.可独立查阅分析生物
医学材料相关的中外文
技术资料，具有良好的中
英文写作能力。

岗位职责

工作
地点

薪酬
范围

1. 在团队负 责人带领
下，参与生物材料研究
方案的设计 和 实验 验
证。
2. 进行生物 材料 制备
与性能分析测试实验，
整理分析实验数据，撰
写研究报告。
3. 参与研发 相关日常
工作，如实验操作、设
备管理与维护、数据分
析、技术讨论等。
4. 完成领导 安排的其
他工作。

珠海

7-15K/月

三、福利待遇
1.五险一金。
2.薪酬：每年涨薪比例不低于 6%。
3.午餐补助：随月工资发放。
4.交通补助：随月工资发放。
5.生日补贴：员工生日当天发放生日卡一张。
6.年终在职激励：以月工资为基数，按入职时间比例核算年终奖。
7.防暑降温费。
8.结婚及生育礼金。
9.慰问金。
10.慰老金、创业奖金等。
11.适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12.公司活动：不定期组织团建、学习活动及户外拓展。
13.带薪年假：法定带薪年假+入职满 2 年加 1 天带薪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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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联系我们
公司名称：云锦华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北大医疗创新谷
珠海研发中心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岛路 288 号
康德莱国际医疗产业园 F 栋 2 楼
公司官网：http://www.proheme.com
公司公众号

联 系 人： 蔡经理
电
话： 13532670869
邮
箱： zhuhaihr@proheme.com
（请将简历发至此邮箱,并备注姓名及应聘岗位）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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