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招聘专业 招聘职位

1

建筑与环境艺术、展示
设计、室内设计、视觉
传达、平面设计、新媒
介影视动画等专业

展示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空间设计师、 设计助理、

特效师、 CAD绘图员

2 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助理

3 环境艺术等相关专业 室内设计实习生

4

艺术设计专业（新媒介
艺术设计）绘画专业
（书记装帧艺术）、工
业设计专业

平面设计师、工业设计师、
时尚皮具设计师、3D产品设

计师、插画设计师

5 美术专业 美术老师

6

装饰艺术设计 、环境艺
术设计 、建筑设计、
展示艺术设计 、平面设
计 、摄影与数码艺术

软装设计师 、建筑室内设计
师

7
建筑学 环境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广告、视觉
传达

助理建筑设计师 、助理景观
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实

习生

8 美术及设计类 美术教师

9 美术相关专业 美术设计师

10

美术学、油画、国画、
雕塑、艺术设计、服装
设计、环境设计、工业
设计、造型、绘画等美
术相关专业

美术老师

公司名称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腾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院派儿童美术有限公司

广东华信雅迪斯时装有限公司

广州厚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杨之光美术

广州光锥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则灵艺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欧博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草莓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
环境艺术设计、艺术设
计 、平面设计 、视觉
传达艺术

空间/品牌/互动装置设计师
、AE

12

服装设计、配饰设计、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艺术设计、美术学
、艺术与科技、环境设
计、建筑设计、风景园
林设计 、橱窗设计

服装设计助理

13 建筑学、 环境艺术等 助理设计师

14
艺术设计、 绘画、 工
业设计

培管生-设计类

15 美术或设计类专业 平面设计师

16

建筑学、城市规划、园
林、风景园林、生态学
、水土保持、环境治理
、水利、环境工程、旅
游管理、旅游规划、人
文地理、区域规划/经济
、园艺、环艺专业

景观设计师、 文案编辑助理
、平面设计助理

17
艺术设计专业或工程设
计相关专业

平面设计师 、空间设计师
、动漫插画师

18 动漫设计、绘画、动画 漫画主笔、助理

19 美术设计相关专业
平面设计师 、视频设计师、

广告设计师

爱帛投资有限公司

景森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石川品牌策划设计有限公司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奇正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深圳市汉德威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子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徒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冰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工艺设计、美术相关专
业

终端形象设计师

21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
影制作、新媒体艺术设
计、影视特效设计、影
视动画类相关专业

影视摄影制作、 新媒体艺术
设计 、影视特效设计 、影

视动画

22
国画、书法、陶艺、油
画、美术教育等

少儿美术老师

23

美术、平面设计、广告
、展示设计、室内设计
、环境设计、建筑学专
业

平面设计师、 空间设计师
、效果图设计师

24 美术及设计相关专业 美术教师 、品牌视觉设计师

25
园林、环境艺术、建筑
景观等相关专业

园林、环艺、建筑景观方案
设计助理

26 设计或艺术相关专业
软装设计师、 硬装设计师
、软装产品采购员、 硬装材

料采购员

27 平面设计相关专业 平面设计师

28
设计、动画、影视、广
告等相关专业

设计师、 插画师、 动画师
、二维动态设计师 、三维动

态设计师 、剪辑师

29

影视制作、新媒体专业
、数字媒体专业、动画
设计或广告设计、设计
类院校、美术类相关专
业学历

三维动画师、新媒体设计师
、原画师、特效师、平面设

计师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恋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久仁养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怡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羽田共儿童美术

广州恩博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深圳市青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光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梓人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万物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
视觉设计、平面设计、
服务设计等

美编助理

31 设计类或造型类均可 高考设计教师

32 设计相关专业
品牌设计师、设计助理、摄

影师

33
国画、陶艺、油画等绘
画造型专业

国画老师 陶艺老师 油画老
师

34
美术、美术教育（基础
教育）、艺术设计等相
关专业

少儿培训老师

35 艺术设计及相关专业 管理培训生

36 设计、教育相关专业

平面设计 、工业设计 、外
观设计、 结构设计 、用户
体验实验员、 UI设计、 项
目专员、市场专员、 少儿美
术教育老师 、培训助理

37
平面设计、包装设计、
室内设计

平面设计、 平面制作 、3D
设计

38 美术专业、设计专业
美术教师（速写、静物、头

像、色彩、设计）

39 广告、美术或设计专业 美工设计

40 美术及设计类 新闻采编、展示设计

广州市臻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艺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广州市极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广州美院文化创意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傲睿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智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德源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一尚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广州市温碧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1

视觉传达设计、品牌广
告设计、信息设计、工
业设计、服装设计、产
品设计、染织艺术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设计师、设计师助理 、平面
设计师

42

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
与服饰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设计、空间
设计等

商品专员 、视觉陈列师 、
空间设计师、 形象顾问 、

设计师

43 美术系、广告系 平面设计、 淘宝美工

44
视觉专业、平面专业、
服装专业、动画专业、
摄影专业

美术指导、 视觉设计、 摄
像师、 摄影助理

45
家具设计、工业设计或
相关艺术专业

家具设计师助理

46
美教、建环、服装、工
艺

建筑教师、 服装教师

47 美术（绘画）、设计 设计师（女包）

48
美术教育、美术类相关
专业

少儿美术老师

49 服装设计相关专业 服装设计管培生

50 美术类、绘画 插画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广州古良吉吉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纳摄影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家具研究开发院

广州欧京玛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旅划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州市稚绘园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青禾艺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稻草人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微本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51 美术教育、美术学类 美术老师

52
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

助理建筑师 、室内助理设计
师

53
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
装横艺术设计、家具设
计学、工业设计

空间设计师、 照明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54
动画专业  游戏美工
平面设计  网页设计

动画设计师 、 漫画设计师
、 场景设计师  、特效设计

师

55 美术类相关专业
漫画助理 、漫画编辑、 漫

画编剧、 漫画实习生

56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
包装设计、动漫设计

美工、 包装设计

57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
计类、各类画系等

色彩速写

58 美术、书法 美术、书法老师

59
美术类、设计类均可，
视觉传达、绘画，动画
设计等

助理设计师、 助理文案 、
（助理）插画师 、（助理）

动漫设计师

60 环艺、 雕塑
园林景观设计师 、雕塑设计

师

61
服装设计专业、美术设
计专业

女装设计师 、设计助理 、
车版师

汇创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商宝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增城南汉艺术教育咨询服务部

江西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州三仁行艺术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广东耀尔鲁动画有限公司

有鱼互娱（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杰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全贤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卓越科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福州未本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62
绘画、服装设计、视觉
传达、工艺美术、国画
、艺术

设计师、 设计总监

63 家具产品专业 家具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64 美术设计类 策划、设计、文案

65
绘画设计、建筑与环艺
、装饰艺术、展览等设
计专业

宴会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66

展示艺术设计、会展艺
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信息设计、环境艺术
设计、新媒体艺术设计
、艺术管理与策划、美
术史

空间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创意策划

67 设计、艺术类专业 服装搭配师

68 美术类相关专业
游戏原画设计师、 游戏界面
设计师、 游戏视觉广告设计

师、 游戏特效师

69
摄影专业、动画专业、
美术专业、工商管理专
业

视频剪辑师、后期特效师、
后期修图师、 婚礼摄影师

70
平面设计、视觉传达、
室内设计、园林设计等

平面设计师、视觉陈列设计
师、室内设计师

71
美术、艺术设计、绘画
等相关专业

珠宝设计师、服装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行政文案专员
、文案活动策划、淘宝主播

/APP视频主播

广州市越秀区圣亚医院（普通合伙）

深圳市好百年婚庆礼仪策划有限公司

深圳同益新中控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迪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嘻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韦邦杰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沃利创意工程有限公司

哥弟集团—广州致欧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珠海市一秀文化有限公司



72 美术或设计类专业
设计师 、美术工艺师、 艺

术助理

73
动漫设计、衍生产品设
计、视觉传达、工业设
计

动漫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设计主管

74
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创意策划

室内设计、 创意策划、 陈
列设计

75
美术、平面艺术、工业
设计相关专业

外观设计师

76
视觉传达、美术教育、
展览展示、陈设设计

平面设计师 、空间设计师
、互动设计师

77 设计类专业 产品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78 美术学 书法老师 、国画老师

79
服装设计、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陈列设
计、空间设计等

设计方向管培生 、陈列助理
、平面设计、 摄影助理

80 摄影、影视制作等 产品视频编导

81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
计、动画

设计师储备

82 建筑学 助理设计师 、方案设计师

四会市伟棋玻璃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艺洲人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耀年品牌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山新宏达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捌笠社(广州）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秦汉胡同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华南创图设计有限公司



83 设计专业 平面设计师 、三维设计师

84
艺术设计、环境设计、
新闻、广告等

平面设计师、 空间设计师、
策划文案

85
室内设计、环境艺术及
美术类相关专业

方案设计师 、软装设计师
、助理设计师、 实习设计师

86 设计类相关专业 软装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87 服装设计 设计助理

88 产品设计或相关专业 产品设计师

89 艺术专业
设计师、 文案策划 、客户

主任

90
绘画专业、造型专业、
设计专业

美术老师 、活动策划 、课
程开发 、市场推广

91 美术及设计类相关专业
UI设计师、 摄影效果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 角色原画师

、角色原画师（3D)

92
美术及美术设计类相关
专业

设计师

93
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
计

设计助理

深圳市杰尔斯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黑龙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裕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佛山市亮雅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昭阳和牧场广告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尚坊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信和勇邦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希安纪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朴悦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红旗新里程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微咔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4
平面、艺术、箱包、配
饰等相关设计专业

平面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95
美术、产品设计、艺术
设计、视觉传达及其他
专业

皮具/手袋设计助理、 摄影
师、 商品助理

96 服装设计专业 设计师 、设计助理

97 美术设计类 平面设计师

98
动画相关专业、背景设
计、动作设计、人物设
计

动画原画师、动画背景画师
、后期剪辑（摄影）师

99
建筑与环境艺术装、横
艺术设计系

设立助理 、施工图助理、
平面设计

100 油画专业、国画专业 油画老师、 国画老师

101
室内设计、雕塑系、美
术设计类专业

雕塑设计师、 模型设计师、
软装设计师、 设计师助理

102 建筑学 助理建筑师、建筑师实习生

103 绘画专业、动画专业
角色原画师、场景原画师、

UI设计师

104 绘画类、设计类 画师、设计师

里奈优尚服饰（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奥尚美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珞狮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蕊蝶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米罗克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安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咸鱼缸动画有限公司

广东中烨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十三艺墙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中恒华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州游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5 美术设计类
室内设计师、环艺设计师、

软装设计师

106 动漫相关专业
动漫分镜、原画师、场景设

计师

107
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
师、软装设计师、策展
助理、实习生

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艺
术

108 设计类
展览设计师（实习生）、平

面设计师（实习生）

109
艺术设计、环境设计、
建筑学

室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

110
设计、平面、影视相关
专业

设计师

111 艺术类专业
空间设计师、文案策划、创

意策划、平面设计师

112 设计相关专业 平面设计师

113
美术及美术设计类相关
专业

运营策划

114 艺术设计、绘画等专业 儿童美术教师、助教

115 美术专业 美术教师

广州市嘉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观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燕语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扉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市意波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星娱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橙意智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橦艺艺术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猎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6
环境、室内、园林景观
等设计类

 室内设计师

117
空间设计、陈列设计、
艺术设计、包装设计、
室内设计

空间设计师助理、效果图设
计师助理、道具排图

1 美术设计类专业
空间设计师、软装设计师、

IE助理、结构设计师

2 美术设计类专业 外观设计师

3 美术设计类专业
平面设计师、CAD设计师助理

、室内设计师

4 美术设计类专业
门店设计、展柜设计（管培

生）

5 美术设计类专业
产品助理、产品经理、结构

设计、定制设计

6 美术设计类专业 软装设计师

7 美术设计类专业 平面设计师、软装设计师

8 美术设计类专业
店面督导、产品设计师、驻
店设计师、软装设计师等

深圳市大森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源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家具类专场

挪亚家家具(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标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深圳市木头人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德标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龙灏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狼行者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9 美术设计类专业
平面设计、定制结构设计、

版式绘图员

10 美术设计类专业
产品设计师、绘图技术员(运

营专员)

11 美术设计类专业 产品设计、效果设计师

12 美术设计类专业
外观设计、结构设计、绘图

员

13 美术设计类专业 室内设计、3D建模

14 美术设计类专业 产品设计、设计培训师助教

15 美术设计类专业 设计师、建模

16 美术设计类专业 外观设计师、CAD绘图

17 美术设计类专业
平面设计（项目经理、外贸

文员、 销售代表）

18 美术设计类专业
设计研发岗、深化设计岗、

工程技术岗

广州黛柏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墅家居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维尔家具有限公司

名辉家具(珠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米罗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德宝西克曼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泰蓝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中山市时兴装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