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简章 

公司简介：   

建明是一家全球化集团公司，1961 年建立于美国爱荷华州得梅因市。企业现拥有 200 多项

专利，每年发表超过 15 篇学术论文，研发经费超 5000 万美金。建明的服务涵盖人类、动物健

康和营养、水产科技、宠物食品、食品技术、作物技术和纺织工业市场。 

    建明于 1984 年进入中国市场，2000 年在广东珠海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公司现拥有

4200 平米的一流的创新和技术中心；目前北京、上海各有分公司，全国有 200 多号员工，其中

本科学历占 80%，有近 20 位博士。 

    建明是动物营养与健康领域的领先者，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着力为所有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

环境和个人培训发展机会,荣膺 “首届珠海市最佳雇主”、 “珠海市重点企业技术中心”、 “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饲料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珠海金湾区科技创新企

业“、“2016 畜牧行业最佳雇主"、 “2018 珠海金湾优势制造企业 Top20" 、“2019 珠海创新企业

100 强”等多项荣誉称号。 

     

岗位介绍 

 

一、动物营养与健康  客户服务实验室部门经理   1 人    

广东珠海/博士 

需求专业： 

化学/生物/微生物/食品科学与工程/动物营养/水产养殖 

职位要求: 

1.博士，生物、化学、生化、动物营养相关专业。 

2.有实验室管理相关工作经历，熟悉检测方法开发、实验操作、结果验证等流程。 

3.具备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可以带领团队高效完成工作。 

4.具备良好的科研能力，可以深入理解产品并开发与之对应的科学检测方法。 

5.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以及讲演能力。 

 

主要职责: 

1.总体负责公司客户服务实验室(Customer service laboratory)的工作，包括理解客户检测需求、

开发新检测方法、分析解读检测结果、检测结果大数据整理、实验室人才队伍建设、实验室仪器

维护等等。 

2.安排日常的样品检测工作, 与销售、技术、市场部门积极沟通确保检测任务有效完成。 

3.在了解客户需求基础上, 建立新的检测项目和方法, 提高准确性, 创新 CLS 服务方式, 不断提高

CLS 影响力。 

4.检测结果对内、对外进行专业分析，保证结果的科学有效，为客户提供合理解释。 

5.拜访客户, 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 使 CLS 真正帮助到客户, 展现建明品牌。 

6.汇总检测结果, 经过分析后撰写成论文或者大数据报告, 以作内部共享或对外发表。 

7.通过业内技术会议和文献查阅, 了解产品相关的研究动态, 及时内部分享。 

 

二、动物营养与健康   助理研究员    2 人   

广东珠海 /硕士 



需求专业： 

化学/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微生物 

 

职位要求: 

1.硕士学历，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 

2.有实验室相关工作经验; 有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紫外分光光度计工作操作经验者优先。 

3.具备实验方法开发、验证、化学分析经验。 

4.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主要职责: 

1.根据实验室要求或其他指定任务进行常规实验室测试。 

2.维护实验室数据库、文件和日志。 

3.执行实验室样品准备工作，并按要求发送样品。 

4.在记录数据、实验室维护和处理方面保持良好的实验室操作规范。 

 

三、水产科技  助理科学家   1 人 

广东珠海/博士 

需求专业： 

生物/微生物/动物营养/水产养殖/水产科学 

POSTION OBJECTIVE 

 1. Product & Process Development for aquaculture by following the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 

(PIP) of the company, pub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rticles in Kemin database and 

scientific journal  

Responsibilities: 

1. Ensure accurate and up to date records of all research activities in laboratory note books. 

2. Protect al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uch as formulations,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3. Carry out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high scientific and personal integrity and also by following 

good scientific, laboratory practices. 

4. Conduct all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of the 

company 

Requirements: 

1. PhD in relevant area or master’s degree in science with minimum 5 years of research experience 

2. Strong knowledge in basic science and area of specialization. 

3. Excellent knowledge in Project management 

4. Hands on experience in carrying out laboratory research and animal trials 

5. Basic knowledge on Computer and Proficiency in MS-Office 

6. Technical writing in English 

7. Present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8. Strong commitment and sense of urgency 

9. People management skills 

 

四、水产科技  高级助理研究员   1 人 

 广东珠海/硕士及以上 

需求专业： 



化学/生物/微生物/动物营养/水产养殖 

Requirements： 

1.Master’s degree in science with specialization in Microbiology/Biochemistry/Biotechnology with 

minimum 1 year of research experience. 

2.Strong knowledge in basic science and in the area of specialization. 

3.Hands on experience in carrying out laboratory research 

4.Basic knowledge on Computer-word, PP, Excel 

5.Technical writing in English 

6.Good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Responsibilities： 

1.Carry out experiments as per the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manager by following the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 (PIP) of Kemin.  

2.Carry out literature search and identify appropriat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research. 

3.Contribute to writing research reports, white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4.Assist in writing of source documen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 on a timely basis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publications. 

5.Develop methods of analysis and SOPs for aqua feed, water, soil and fish meal. 

6.Ensure to complete studies and present the report and publications in a timely manner. 

7.Maintain accurate and up to date records of all research activities in laboratory note books and 

other forms as required. 

8.Protect al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uch as formulations,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9.Carry out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high scientific and personal integrity and also by following good 

scientific and laboratory practices. 

10.Conduct all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of the 

company. 

 

 

2021 年博士后招聘计划 

建明博士后工作站简介： 

      建明(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的宗旨是通过 2-3 年博士后工作，让应届博士们近

距离了解营养类产品（Nutritional Ingredient）的开发流程，并与全球各地不同研发中心深入接

触，以此明确个人的职业发展方向，在建明全球的大舞台下找到合适的职位发挥自己。到目前为

止，我们一共招聘了 3 位博士后人员，分别来自动物营养、微生物、化学等三个不同的专业方向，

其中 1 人留在建明中国研发中心担任研发科学家，1 人调往建明新加坡公司担任产品经理，1 人

入选建明全球人才培养计划，将在建明总部(美国爱荷华)和建明新加坡公司不同部门培养两年之

后再回中国任职。 

 

待遇及支持 

1. 享受珠海市人才引进政策，在建明正常薪资和五险一金之外另享受每年工作补贴 20 万

元和适当租房补贴。 

2. 博士后出站留在原企业工作，可享受珠海市购房补贴 50 万元。 

3. 全球排名前 200 高校的国（境）外博士毕业生来我市做博士后，额外享受省财政给予的

生活补贴和住房补贴（在站期间每人每年 30 万元生活补贴、出站后留我市工作的每人

40 万元住房补贴）。 

4. 博士后工作期间，表现优秀者，可入选建明全球人才培养计划，享受在建明全球其他国

家及不同业务单元发展机会，全面提升自身的职业发展经历。 



5. 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研究平台，出站后按兴趣爱好重新调岗。 

6. 享受建明正式员工所有福利，如五险一金、商业保险、带薪年假、年度调薪、年度旅游、

年度体检、培训机会等。 

 

博士后招聘要求： 

基本条件为已获博士学位，原则上年龄 35 周岁以下，品学兼优，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较

强的中英文资料阅读和写作能力，理论功底深厚，能够独立承担相关课题研究。共招聘博士后 3-

4 人，要求全职，具体各研究课题及条件如下： 

 

一、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后   1 人 

广东珠海/博士 

需求专业： 

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 

人员条件： 

1） 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2） 较强的中英文文献阅读能力，能够根据文献知识设计实验方案并执行 

3） 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 

4） 具备扎实的微生物/细胞生物学理论基础，有肠道功能微生物研究经历者优先 

5） 具有较丰富的微生物或细胞培养经验，熟练掌握微生物分析方法 

 

二、生物化学博士后  1 人 

广东珠海/博士 

需求专业： 

生物化学/动物营养学/动物生理生化 

人员条件： 

1) 具有生物化学、动物营养学、动物生理生化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2) 较强的中英文文献调研和归纳总结能力，能独立开展研发工作； 

3) 在相关领域（应激或肉质）有研究经历或深入研究者优先； 

4) 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 

5) 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能够从产品组分/活性分子结构/分子特性来扩展思维，结合

体外和体内实验数据，提出作用机理，开发新产品； 

6) 扎实的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基础，熟悉营养物质在体内的生化反应机理； 

 

三、化学博士后/Big R 全球研发小组 1 人 

广东珠海/博士 

需求专业： 

化学/分析化学 

 

研究方向：对外合作研究，具体研究内容按总部新产品开发计划来定 

主要职责： 

1) 负责外部知识和技术的调查和评估，并将其在建明内部进一步开发成新产品；  

2) 与外部科研机构一起发起和跟进新的研究项目；  

3) 及时将可行性实验和文献调研数据整理，并汇报给新加坡的项目负责人；  

4) 在项目产品初步成型阶段，前往新加坡、比利时、美国的兄弟单位研究中心合作交流并协

助研发，推进产品的全球上市。 

 

人员条件： 

1) 化学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2) 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能够从产品组分/活性分子结构/分子特性来扩展思维，结合体外和

体内实验数据，提出作用机理，开发新产品； 

3) 较强的中英文文献阅读能力，能够根据文献知识设计实验方案并执行； 

4) 必须具备灵活性， 能采纳其他领域的知识与工作方式， 并在少许监督下，迅速执行实验 

5) 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 

6) 沟通能力强，可以与大学教授、科研机构负责人、企业创始人深入交流。 

 

建明中国员工福利待遇： 

1、 社会保险 

2、 住房公积金 

3、 商业保险 

4、 年度奖金 

5、 年度调薪 

6、 年度体检 

7、 年度旅游 

8、 内外部培训机会 

9、 集团内部轮岗机会 

10、 带薪年间 7-14 天 

11、 带薪看护假 12 天 

12、 带薪温书假/考试假 

13、 免费班车 

14、 免费工作午餐 

15、 工会活动/员工俱乐部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0756-3989532、13427715220 

联系邮箱：grace.chen@kemin.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琴石路 2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