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诚邀有创造性及想象力的你一起来创造公司的价值和生物产业的未来！ 

 

Abmart (www.ab-mart.com.cn ) is the “$1000 monoclonal antibody” company: in the next 2-3 years, we will become the first company to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 ~3 months and under $1000.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s and system engineering, 

Abmart is building industrialized, standardized assembly lines to produce monoclonal antibodies at a fraction of current cost.  

Founded by US experienced life science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 firms, Abmart has assembled a first-class team and has built a 

state-of-the-art antibody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facility in Shanghai.  Currently Abmart has close to 100 employees including 3 US returnees 

and 10 Ph.D. level scientists/managers and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in China.  Abmart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desirable life science companies” to work for in 2008 and 2009.  We invite creative and passionate life science professionals to join us 

to create an exciting and world-class biotechnology company. 

Abmart offers competitive compensation packages and a stock option plan. If interested in, please send your resume to 

hcheng@ab-mart.com.cn  

position responsibilities requirements 

销售（北京，上海） 

岗位职责： 

1  负责新产品的市场调查和推广工作  

2  完成管辖区域的销售目标  

3  负责管辖区经销商的筛选，培训和管理工作  

4  重点客户的开发及维护  

5  收集市场反馈信息协助产品部的工作  

任职要求：  

1  生物学相关专业，最低本科学历 。 

2 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亲和力。 

3  能吃苦耐劳，有开拓市场的能力。  

4  能适应出差 。 

5  具有与技术相关的工作经历或科研经历 。 

6  具有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销售或技术支持工作经验 。 

7  优先条件：过往业绩；行业内人士推荐；具有销售资源；熟悉抗体生产制备。 

研发中心开发部

高级研究员 

1. 根据蛋白特性和对抗体的应用要求，设计抗体开

发和生产的技术路线 

2. 设计抗体验证实验和质检标准 

3. 参与公司开发抗体新应用的技术平台 

1. 有较强的生物学背景，硕士以上学位 

2. 有较强的文献检索，阅读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3. 学历：硕士以上 

http://www.ab-mart.com.cn/
mailto:hcheng@ab-ma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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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应用平台工

程师 

1. 对以下任何一个技术平台的技术问题负责：抗原

生产，动物免疫，单抗技术，抗体应用技术 

2. 对负责的技术平台作以下：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

不断建立技术开发项目来优化和改进平台 

3. 只需具有 1－2 项专长 

1. 抗原平台工程师：优秀的分子生物学背景，丰富的蛋白表达，纯化经验。 

2. 动物免疫工程师：较强的免疫学背景，有疫苗开发经验的尤其优先。 

3. 单抗技术工程师：丰富的细胞生物学的背景，有单抗经验者优先但不必须。 

4. 抗体应用技术工程师（只需要满足其中一个要求）：1）优秀的细胞生物学的背景. 熟悉 Western, 

流式细胞实验, 免疫沉淀技术，染色质免疫沉淀分析和其他蛋白质分析技术； 2）有丰富的免疫组

化 (IHC) 经验，熟悉组织切片的制备，染色，读片，熟悉病理知识 3）有诊断试剂盒开发的经验，

熟悉各种检测技术平台（如胶体金，液相芯片 Luminex）。 

5. 学历：硕士以上。 

技术中心服务部

应用技术支持 

1. 解决客户在抗体应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 帮助抗体验证实验的完成；审核抗体验证数据 

1. 有多年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背景，如了解单抗抗体生产流程最佳。 

2. 熟悉下列 2-3 项实验体系：Western，IP,IF,ICC,IHC，流式细胞等。 

3. 工作积极主动，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人际沟通能力。 

4. 责任心强，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 学历：硕士以上。 

技术中心信息部

生物信息学工程

师 

1. 建立蛋白质组学规模的抗原库 

2. 优化和改进抗原选择的参数和流程 

1. 有过大规模基因数据处理的经验（比如，从大量的基因测序数据来进行基因预测） 

2. 能熟练的使用生物信息学的编程语言和工具(Perl, Bioperl, Java 等)和数据库(NCBI, 

ensemble, SWISS-PROT 等)。 

3. 熟悉生物信息学各种软件(Blast, Vector NTI, et al), 有构建数据库的经验。 

4. 硕士以上（及相关工作或项目经验的本科 ）。 

技术人员支持  

1. 抗体定制计划书的制定； 

2. ERP 信息输入； 

3. 项目进展汇报； 

4. 问题项目信息整理。 

1. 生物学相关背景，本科学历； 

2. 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熟悉 NCBI 数据查询及 Blast 数据比对者和熟悉抗体制备相关知识者优

先考虑；对于蛋白及 DNA 相关知识为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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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产品工程师 

1）负责执行公司的产品开发计划，了解竞争产品的

情况 

2）负责制作公司的产品目录和抗体 data sheet 

3）负责制作产品的宣传材料 

1、 本科以上，生命科学相关专业：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及相关科学。 

2、 有过市场工作经验或相关的产品开发者优先 

3、 宣传材料制作经验者优先， 能熟练运用 CorelDraw 或 Illustrator 及 Photoshop 软件 

4、 有较强的创造性及想象力 

5、 了解抗体的使用，验证及相关的实验技术。 

6、 具有较强的英文读写能力，较强的语言表达及人际沟通能力 

    

International 

Sales & 

Marketing 

Specialist 

1.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s and target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2.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keep close contact 

with customers. Managing sales agents 

3. Take charge of marketing activities execution, including Advertising, 

Promotion in targeted market 

4. Assist in training for sales and customers; developing, managing and 

execut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vents; and monitoring activities 

effectiveness, 

1. Bachelor degree & above in Biology 

2. Excellent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required. (level 6 or 

above) 

3. Experience in marketing is preferred but NOT required 

4. Can work independently under high pressure 

5. well organized, possess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 The ability to work in a 

dynamic team oriented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6. Energetic, passionate, responsible, and creative 

工艺师助理 协助工艺师完成各项工艺任务 1.本科及以上，生物学专业背景                       

2.学习能力强、具有一定的协调沟通能力                 

3 责任心强                                            

4.有一定的实验背景 

公司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2140号2号楼5楼 

薪资：面议（具市场竞争力） 

联系人：程华 

Email：hcheng@ab-mart.com.cn 

电话：021-64163237 

传真：021-64048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