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婴师（初、中、高级）常年开班、美容师（初、中级）6 月上旬开班
初级维修电工（可考上岗证）6 月 7 日开班
厨师、点心师（初、中级）6 月开班中、保健按摩师（初、中级）6 月开班中
家政服务员（免费培训）下午晚上班 6 月开班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二级、三级）常年报名中
★免费创业培训（手把手教你开网店）创业成功者可获政府 6000元奖励。
地址：锦绣路 2 号常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1-2 楼一楼 C22 窗口
咨询报名电话：0519-85588921，85588933，85588931，85588935

常州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职业技能训练中心）培训信息

培训补贴又
出新政策啦！ 符合条件人员取证后可享受政府最高 2000元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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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简章、报名
关注“创业常州”

●第 A001 号席位：常州巴奥米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诚聘：抛光工、QC 检验员、普工、数控/机加工操作工 、生产班长
（倒班）
●第 A002 号席位：江苏共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代表、销售经理、淘宝运营、淘宝美工、淘宝运营经理、
阿里运营、售后客服、招聘专员
●第 A003 号席位：常州亚邦化学有限公司
诚聘：DCS 化工操作工
●第 A004 号席位：常州市中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人员、维护人员、资料员、登高人员、 驾驶员
●第 A005 号席位：常州联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装配、电子装配及调试、数控车、加工中心、铣工、检验
员、销售内勤、外圆磨工
●第 A006 号席位：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化工操作工、安全管理、储备干部
●第 A007 号席位：江苏汉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拉丝打磨工、氩弧焊工、电气装配、机械工程师、物料员
●第 A008 号席位：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工、包装清洗工、后处理操作工、工艺工程师、检验员、
微生物检验员、数控车操作 （纵切机床）
●第 A009 号席位：常州市天浩酒业商行
诚聘：业务员、业务经理、驾驶员
●第 A010 号席位：美玛特电子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IT 工程师、电气设计、售后维修、配线、日语营业担当、组装
装配工
●第 A011 号席位：常州市乐源金属软管有限公司
诚聘：CAD 制图员、会计、质检员、氩弧焊工
●第 A012 号席位：常州市成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操作工、电话销售员、网络销售员、工艺技术人员
●第 A017 号席位：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诚聘：线圈绕制工、变压器装配
●第 A023 号席位：常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主办会计、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消防检测人员、工程造价、
预算、工程项目管理人员
●第 A025 号席位：一川音乐餐吧
诚聘：厨房阿姨、服务员
●第 A026 号席位：常州市东南开发区恒丰织造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 驾驶员、外贸跟单、外贸助理
●第 A027 号席位：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诚聘：评价员、业务员、销售助理
●第 A028 号席位：江苏优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电商运营电子商务专员、外贸营销员业务助理、外贸业
务员、外贸单证员、人事行政专员
●第 A029 号席位：常州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
诚聘：安全环保助理、分析工、化工操作员、废水处理工
●第 A030 号席位：常州华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锯床工 冲床工、普工、焊工、钳工、喷漆工、铣工、生产主管
●第 A031 号席位：江苏金刚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电工、钳工、焊工、电气检验员、质检员、行政主管
●第 A032 号席位：常州旗德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品质经理、工程助理、仓管员、业务跟单（外贸）、IQC、仓管、
IPQC 等
●第 A033 号席位：常州市璀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氩弧焊工、电气工程师、钣金工
●第 A034 号席位：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
诚聘：网管、进料检查、法规认证、研发测试人员、工装设计、资料
员、研发储备人员、人事助理、 驾驶员、EHS
●第 A035 号席位：常州市墅乐厨具有限公司
诚聘：车间主任、采购、技术员、数控操作工、外贸业务员
●第 A036 号席位：江苏崇胜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诚聘：外场置业顾问
●第 A037 号席位：江苏远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助理、 技术员
●第 A046 号席位：常州好迪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行政助理、机械工程师（砂处理）、市场开发工程师、销售工
程师、PMC(物料专员)、售后服务工程师、数控机床装配钳工、装配
工、钣金工
●第 A047 号席位：常州市志旺物资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员、财务、统计、仓库发货员、看磅员
●第 A048 号席位：常州三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质量管理专员、工艺工程师、电气工程师、销售工程师、机械
工程师、售后服务机械工程师、销售助理

●第 A049 号席位：常州东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诚聘：钳工、立式加工中心操作工、装配工、仓管、电脉冲小孔机操
作工、数控车车工、财务助理、冲床操作工
●第 A050 号席位：常州市盛霆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主管、生产计划助理、钣金前道检验员、采购、仓库员、
理货员、装配工、打磨工、焊接技师、折弯工
●第 A051 号席位：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工程师、销售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数控车工、技术
员、机电工程师、行政专员、过程检验、测试员、维修电工
●第 A053 号席位：常州士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诚聘：总务担当、营业（英语）、模具维护、钳工、品质班长等
●第 A054 号席位：科达斯特恩（常州）汽车塑件系统有限公司
诚聘：商务专员、体系工程师、试验工程师、质量工程师、成本会
计、仓管员、储备大学生、出纳
●第 A055 号席位：常州市艾迈斯电子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员、市场专员 、NPI 工程师 、制程质量工程师、注塑领
班、生产计划、注塑巡检、进料检验员、PIE 技术员、销售助理、实
验测试员、体系文员
●第 A056 号席位：迪砂（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焊工、装配焊工、除尘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SQE 工程
师、仓库管理员
●第 A057 号席位：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制剂配液、原料药生产技术操作、学术推广专、制剂罐装、设
备运转岗、外派北京销售（驻北京办事处）
●第 A058 号席位：常州通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诚聘：应届毕业生、仓库管理员、开发工程师、车间班长、品保主管
●第 A059 号席位：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操作助理、操作助理、操作助理
●第 A060 号席位：安莉芳（常州）服装有限公司
诚聘：进货检验员、综合会计、服装制版员
●第 A062 号席位：威立雅（中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员
●第 A063 号席位：金翌车业有限公司
诚聘：出纳、咨询师、机械绘图员、产品申报专员、董事长助理
●第 A069 号席位：新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诚聘：电气工程师、化工操作、化验员
●第 A070 号席位：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常
州分中心
诚聘：客户经理
●第 A071 号席位：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
诚聘：线圈绕制操作工、焊接打磨、行车引钩工、厂内护士
●第 A072 号席位：博纳高性能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员
●第 A073 号席位：库柏电气（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压铸作业员、仓库保管员、机加工作业员、机修工、模压作业
员、维修技术员、装配工、熔炼 浇铸工、打磨作业员、模具作业员、
实验室测试员
●第 A074 号席位：电装（常州）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
诚聘：普工/操作工、物流仓管员、生管专员
●第 A075 号席位：腾普（常州）精机有限公司
诚聘：制造工程师、压铸主管、项目主管、模具维护钳工、生产储备
干部、助理制造工程师、设备维修工
●第 A076 号席位：常州水迪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员、品牌负责人、区域经理
●第 A077 号席位：常州麦图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助理、售后服务工程师、节能产品销售工程师、空压机
销售工程师
●第 A078 号席位：常州市高露达饮用水有限公司
诚聘：营销专员、网络营销专员、市场部客服、生产经理、生产管理
人员、男工、女工、带车运输人员、送水员、食堂厨师
●第 A079 号席位：常州机械冶金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龙门铣镗床操作工、普通车床操作工、力士乐系统加工
中心、广数数控车操作工、机械类工程技术人员、维修钳工、装配
钳工等
●第 A080 号席位：大茂伟瑞柯车灯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招聘专员、电子工程师、工艺工程师、车灯结构设计
师、光学工程师、项目开发工程师
●第 A081 号席位：常州苏润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商务专员 销售内勤、装配电工、电气工程师、成本会计、低
压元器件销售代表
●第 A082 号席位：斯通伍德（常州）辊子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钳工

●第 A083 号席位：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诚聘：纵切操作工、后处理操作工、线切割工、加工中心操作工 、
QC 质检
●第 A084 号席位：江苏华光粉末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员、区域销售经理、安全专员、催款专员、生产经理厂
长、董事长助理、行政专员、人事专员、业务员销售、主办会计、企
划专员、技术服务人员
●第 A085 号席位：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运维工程师、测试员、主办会计、出纳、销售经理、销售助理
●第 A086 号席位：苏州阿喀琉斯商贸有限公司
诚聘：财务总监、仓库管理员、出纳、销售工程师
●第 A087 号席位：常州创新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电气维修(电工）、销售
●第 A088 号席位：托普拉精密紧固件（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制造课担当、操作员工
●第 A094 号席位：常州市恒力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立车、辅助工、装配钳工、注塑工、动平衡、小台钻、电气装
配、火焰切割、焊工、加工中心、机加工检验员
●第 A095 号席位：常州市飞腾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电气销售工程师、电气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电气产品销售
●第 A096 号席位：常州凯得利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仓管员、外贸业务员、装配工、技术员、数控工
●第 A097 号席位：常州市笑宇进出口有限公司
诚聘：跟单、家具五金渠道销售专员、网站销售及维护
●第 A098 号席位：常州常京化学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辅助工、仓储操作工、生产操作工
●第 A099 号席位：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诚聘：总检验员、电气储备工程师、维修电工、机械储备工程师、工
艺工程师助理
●第 A100 号席位：中国航发常州兰翔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诚聘：设备管理技术员、综合管理员（环保）、后勤管理员、仓管、培
训管理员、行政干事、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员
●第 A101 号席位：常州华达科捷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实习生应届生、普工、仓管员、仓库主管、生产主管、机械设
计、设备维护、电子设计、QE
●第 A102 号席位：江苏盈天化学有限公司
诚聘：安全主管、原料仓库管理员、车间主任、电仪工程师、挖掘机
驾驶员、固废焚烧线操作员、研发实验员、质检分析员、叉车工
●第 A104 号席位：常州依博罗斯达芬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工、CNC 操作工、实习生、临时工
●第 A105 号席位：常州诚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巡检、采购经理、采购员、来料检、质量工程师、打样员、全检
●第 A106 号席位：江苏元鸿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电子商务客户代表五险一金、培训讲师、销售精英
●第 A108 号席位：常州源普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商务经理、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工程师、项目营销助理、质
检员、焊工装配工、钳工、油漆工
●第 A109 号席位：常州市康迪医用吻合器有限公司
诚聘：IT 工程师、人事助理、质量工程师、厨师、机械工程师
●第 A114 号席位：帝盛（常州）车辆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专员、销售
●第 A117 号席位：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 罗溪 包住、市场助理 高提成、带车司机、客户助
理、货运司机
●第 A118 号席位：江苏甲子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诚聘：行政专员、行政企划、媒介专员、策划文案、人事专员、宿营
部主管、商管部主管、游乐部主管、外联部部长、企划部部长、销售
片区经理、软件系统工程师
●第 A119 号席位：江苏天池雨水利用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设计绘图员、操作工、氩弧焊工、电气工程师、生产管理、销
售人员、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办公室文员
●第 A120 号席位：常州市铭源精密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员、设备维修钳工、生产辅助人员、机床操作工
●第 A121 号席位：常州市南师校友培训中心
诚聘：班主任、数学教师、美术教师、英语教师、作文教师、手脑速
算教师
●第 A122 号席位：江苏环冷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导购、地暖施工人员、文员
●第 A123 号席位：海顿直线电机（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工装夹具制作员
●第 A124 号席位：常州天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技术、售后人员、生产组装人员、销售内勤

●第 A127 号席位：常州恒锌禹晟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电工、装配钳工、销售代表、采购员、电气工程师、机械
工程师
●第 A128 号席位：常州韦颢鼎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诚聘：仓库助理、塑料模具师傅 、国内业务员、模具设计 CAD 出
图、业务跟单
●第 A130 号席位：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仓库管管理员、数控车工、网络管理员、质量检验、系统集成
专员、生产辅助、软件开发、硬件开发、销售员 、工程技术人员、生
产调试
●第 A201 号席位：美伊电钢（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网页开发工程师、初级机械工程师、打磨工
●第 A202 号席位：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新
北支公司
诚聘：团队筹建负责人、人事助理、售后专员、售后主管、销售代表
●第 A205 号席位：常州洁林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人事主管、机修工、操作工
●第 A206 号席位：常州市运卓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诚聘：喷涂工程师、非标产品设计工程师、机器人焊接 、剪板 /折
弯、电焊工、钻工、打磨工、机械检验员
●第 A207 号席位：常州合全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诚聘：仪电工、污水工、QC 分析、动力工、化工技术员
●第 A208 号席位：常州市裕杭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内保、水处理、设备技术员、物流控制员
●第 A209 号席位：常州优立康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营销人员
●第 A210 号席位：常州万宝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高新聘请月入过万网约车司机
●第 A211 号席位：常州国光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诚聘：安全管理员、硬件工程师、调试员（实习生）
●第 A212 号席位：常州中端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担当、资材员、金相员、储备干部、图版技术员、电装工
程专员
●第 A213 号席位：常州胜代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焊工（学徒）、一般操作工、涂装操作工、设备保全、日语翻译
●第 A214 号席位：江苏燕宏达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图纸管理员、叉车工、仓管员、电焊工、质检员、普通操作工、
统计员文员、数控钻床操作工、普通钻床工、焊接工艺员、磨床、采
购员、数控车床、工艺人员、质检文员、卧式加工中心、普车工
●第 A222 号席位：常州市范群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部经理、外贸销售员、销售员、车间主任、氩弧焊工、装
配电工、机械设计工程师、普工、材料核算员、喷漆工、调试电工、
焊 工、工艺工程师、钣金工、材料、零部件采购员
●第 A223 号席位：常州宝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品牌经理、客服专员、大客户经理、销售总经理、汽车销售顾
问、三包信息员、行政办主管、汽车维修技师、应届生、实习生
●第 A224 号席位：常州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
●第 A225 号席位：常州长龄林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诚聘：车工、出纳、生产主管、销售人员
●第 A226 号席位：苏州科旭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工业机器人操作工程师、工业机器人集成设计工程师、工业
机器人调试维修工程师、工业机器人电气工程师、工业机器人安
装工程师、工业机器人焊接工程师
●第 A227 号席位：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外贸销售代表、生产助理、喷丸
工/辅助工、金工车间主任、助理工程师（应往届毕业生亦可）、管
理培训生、国内销售代表、装配钳工、钻床工、数控磨床（学徒）、主
办会计、销售助理、外圆磨床工、焊工
●第 A228 号席位：常州航空工模具有限公司
诚聘：车工、电气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数控铣床操作工、装配
钳工、铣工、平面磨工、三坐标检测调试员、内圆磨、外圆磨
●第 A229 号席位：苏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销售员、销售主管
●第 A230 号席位：天津同铭金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网约车司机
●第 A231 号席位：常州大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仓储装配员、技术员、品检人员
●第 A241 号席位：江苏中原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诚聘：电话销售、渠道专员、置业顾问、房产销售经理
●第 A242 号席位：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班长、数控铣学徒、QC 检验员、车间一线操作工、安保、工

装调试工程师、厨工、厨师
●第 A243 号席位：特雷克斯（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喷涂、焊工、物料员、线束装配、装配工、加工中心操作、过程
检验等
●第 A244 号席位：常州瑞高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诚聘：氩弧焊、SQE、持续改进专员、男女操作工、招聘专员、生产
现场质量控制员(巡检）、数控铣床、客户计划员
●第 A246 号席位：江苏福曼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计划 PMC、机修工、高配电工、CAD 制图员、外贸跟单、
办公室助理
●第 A247 号席位：常州市远东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钣金工、装配工、食堂辅助工
●第 A248 号席位：常州思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钣金工、钳工、铆焊工、电工、技术员、油漆工
●第 A249 号席位：常州长江玻璃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员 业务经理、机修工 设备维修、CAD 制图、机械设计
技术员、销售助理、检验员、一线操作工
●第 A250 号席位：富士通电子零件（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设备维修、安全员、设施管理、 安全员、机械设备维修、设备
设计等
●第 A251 号席位：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经理、文员、施工人员
●第 A261 号席位：江苏三合声源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 ： 电气工程师 、 销售员 、 机械设计工程师 、 软件工程师
（FPGA）、软件工程师（MFC）、软件工程师（安卓）、装配工、质检员
●第 A262 号席位：光宝电脑（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RD 电子工程师、物控管理师、生产领班、IE 工程师、自动化
工程师、品质工程师、高级业务员、喷漆资深工程师、制程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PLC）
●第 A263 号席位：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销售主管、客服专员、商务经理
●第 A264 号席位：苏州中资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客户经理
●第 A265 号席位：常州凯尔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诚聘：钻床工、加工中心编程、质量主管、成本会计、电焊工、维修
电工、检验员、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车工
●第 A266 号席位：常州汇鸿酒店有限公司
诚聘：店长助理、客户服务经理、前台服务员、客房经理领班、酒店
客房服务员
●第 A267 号席位：常州第二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检验、装配调试、机械钳工、钣金工、光学加工、电路设计、光
学设计、驾驶员、软件设计、核探测设计、机械设计、普车、普铣、数
控（车、铣）
●第 A281 号席位：南京万家灯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人事经理、会计、文员、电视栏目推广员、主持人
●第 A282 号席位：常州桔家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网约车汽车推广员、全城招募滴滴司机
●第 A283 号席位：常州昊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净化车间工人、生产储备干部、体系专员、检验员、技术研发
工程师
●第 A284 号席位：常州嘉瑞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工程师、品管员、品质主管、生产组长、工艺工程师(IE)、
体系专员
●第 A285 号席位：常州锦东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售后管理、楼盘担当、销售工程师
●第 A286 号席位：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诚聘：化工研发、化工操作工、机械维修储备干部、车间主管、dsc
操作工
●第 A287 号席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新北区营业厅
诚聘：社区服务主管、外呼服务专员、外呼服务主管等
●第 A288 号席位：常州市盛士达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车工（急招）、操作工（急招）、数控铣、钳工（急招）、工装
工程师（急招）

详细信息请登录人力资源市场网
www.czzjob.com.cn
或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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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15-12：00������地点：新北区珠江中路科技园 5 号(原国际展览中心）,详细信息请点击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网、常州人才网、常州公共就业招聘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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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金祺丰 责任校对：刘梦萱 人力资源周刊 A5

注：以上安排如有变动，以当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人力资源周刊”公告为准，详情请点击常州人力资源市场网、常州人才网、常州·公共就业招聘服务网。
▲2018 年 1 月 3 日起，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网站升级后新网址为：www.czzjob.com.cn（原网址 www.czrlzy.com.cn 保留 2018

年 6 月底），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需要在 www.czzjob.com.cn 上注册、提交单位基本信息、招聘需求信息；原已注册企业用户名、密
码仍可继续使用，无需重新注册。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新北区珠江中路科技园 5 号（原国际展览中心，市内公交 B1、B13、Y2、11、18、19、27、33 路可达）
电话：0519-86611716、86600691、86679073 联系人：步小姐、韩小姐、戴先生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近期招聘会预告
●6月 8 日（周五） 建筑、房产、营销、设计类专场招聘会（B馆）
●6月 9 日（周六）“英才零距离”--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馆）
●6月 15日（周五） 综合型招聘会（A馆）
●6月 16日（周六） 因“端午节”放假招聘会暂停
●6月 22日（周五） 服装、营销、财会、软件类专场招聘会（B馆）
●6月 23日（周六）“新职场 薪路程”--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馆）
●6月 23日（周六） 2018年常州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B馆）
●6月 29日（周五） 机械、外贸、营销、制造加工业专场招聘会（B馆）
●6月 30日（周六）“世纪精英”--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馆）

参 会
须知

以我为媒 传你美名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POP 橱窗招聘广告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集丰富的人力资
源底蕴、享独到的人文地理条件、搭人力资
源供需见面的平台。 橱窗广告已成为一种方
便用人单位招贤纳士的便捷途径，凡有意向
的用人单位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519-86679073
� � � �联 系 人：戴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