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A005 号席位：常州万能支撑建材有限公司
诚聘：普工、销售业务员、冲压模具工、质量检验员、注塑调机员
●第 A010 号席位：常州合泰电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采购主管、销售内勤、检验员、车工（普车）、项目质量工程师、加
工中心主任
●第 A025 号席位：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
诚聘：稽核人员、零件采购担当、人事助理、外贸助理、研发部设计人
员、研发储备人员、研发部开发人员、 驾驶员、网管、销服课教育培训
人员、生产部储备干部、营销人员、EHS 环保
●第 A026 号席位：常州市中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资料员、维护人员
●第 A027 号席位：阿果安娜水果（江苏）有限公司
诚聘：叉车工、仓库、文员、实验室技术员、操作工、维修技术员、废水处
理工等
●第 A028 号席位：美克曼环境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诚聘：净水器区域经理、净水器销售员
●第 A029 号席位：江苏燕宏达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会计、钳工、工艺人员、采购员、数控车间副部长、磨床、普车工、
质检员、卧式加工中心、钻床、数控车床、立式加工中心、铣床
●第 A030 号席位：江苏优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单证员、外贸电商运营电子商务专员、外贸业务员、外贸营
销员业务助理
●第 A031 号席位：常州均先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装配工、网络业务文员、车工
●第 A032 号席位：常州柯特瓦电子有限公司
诚聘：仓管、质检、产品研发助理
●第 A036 号席位：安莉芳（常州）服装有限公司
诚聘：实验室试验员、缝纫工、行政经理
●第 A045 号席位：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维保业务人员、安装调试人员、电梯维修保养人员
●第 A046 号席位：顺丰运输（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客服代表小时工、运作员、仓管员、收派员、做件员
●第 A047 号席位：常州市中广智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文员、会计、文秘
●第 A048 号席位：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
诚聘：物料员、汽车调试工、实习生、电工
●第 A049 号席位：东嘉麻棉（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成本会计、会计助理、外贸跟单员、面料 QC、研发助理、仓库管理
员助理
●第 A050 号席位：常州市高露达饮用水有限公司
诚聘：水站管理员、营销员、市场部客服、调度员、生产管理人员、男工、
送水员、带车运输人员、驾驶员
●第 A051 号席位：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普工）、贸易业务员、螺纹研究、材料研究工程师、行车
工、 叉车工等
●第 A052 号席位：井关农机（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技术员、日语翻译
●第 A053 号席位：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检测员、机电工程师、采购员、技术支持工程师、过程检验、车工、
物流专员
●第 A054 号席位：江苏恒大利能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代表、方案设计师、暖通设计师
●第 A055 号席位：江苏联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员、设计人员、施工员、项目经理
●第 A056 号席位：常州威禾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CNC 技术工程师、冲压模具 cnc 工装夹具设计、出纳、文员、仓管
员、操作员、检验员
●第 A057 号席位：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新丰街派出所
诚聘：医院辅警
●第 A058 号席位：迪砂（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工、油漆工、质量检验员
●第 A070 号席位：常州昌雅电子有限公司
诚聘：经理助理、质量部主管、SMT 检验员、smt 操作员
●第 A071 号席位：库柏裕华（常州）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诚聘：叉车工、装配工、数控车工、压铸作业员、文员、模具工
●第 A072 号席位：立达（中国）纺织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上下件、焊工、CNC 技术员
●第 A073 号席位：常州德平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操作工、铆焊工、打纱线操作工、喷漆工（瓦姆）、行车工（瓦
姆）、质检（瓦姆）、叉车工（丰盛）、薛家招操作工、导检、操作工
●第 A074 号席位：常州凯乐特种织物有限公司
诚聘：平面设计（制图）、外贸单证员、采购员、统计、外贸、翻译、机修+
维修电工、注塑
●第 A075 号席位：电装（常州）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
诚聘：正式工上海外派一年、普工/操作工、品保专员
●第 A076 号席位：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电焊工、数控龙门铣（可学徒）、机械设计师、销售技术支持、工艺
员、打磨工、机修工、电工（可学徒）、行车工
●第 A077 号席位：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诚聘：QC 质检、纵切操作工、数控实习生、线切割工、加工中心操作工、
厨师等
●第 A078 号席位：常州华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钳工、机械工程师、焊工、焊接机器人操作工（可学徒）、CMA 工
程师、普工、人防设备安装工、喷漆工
●第 A079 号席位：沃尔玛（江苏）商业零售有限公司常州通江中路山
姆会员店
诚聘：理货员工、叉车司机、市场代表、保洁员
●第 A080 号席位：江苏三合声源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软件工程师(MFC)、销售、机械设计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安卓)、
软件工程师（FPGA）、硬件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设计助理、机械质
检员、会计
●第 A081 号席位：派纳维斯工具（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注塑操作工、产品工程师、注塑领班、检验员
●第 A082 号席位：江苏联合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招聘专员、销售专员、新媒体运营专员、客服专员、洗车工
●第 A093 号席位：江苏汉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采购员、质检员、电子调试员、项目生产助理、氩弧焊工、打磨拉
丝工、电气装配
●第 A094 号席位：常州市恒力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钳工、摇臂钻、普车、立车、钣金焊工、氩弧焊、加工中心、机
加工检验员、动平衡溧阳、小台钻、喷塑
●第 A095 号席位：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
诚聘：督训讲师、客户经理、营业部经理、营业处总监
●第 A096 号席位：上海瑞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诚聘：人才咨询顾问助理
●第 A097 号席位：朗盛(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LEA 化工操作工（正式工）、HPM 操作工（新厂正式工）、LEA 生
产部操作工（劳务派遣工）、HPM 仓库操作工（新厂正式工）
●第 A098 号席位：常州朗韵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主办会计、装配钳工、技术员、外贸跟单、售后服务经理、助理技
术员、电气工程师
●第 A099 号席位：江苏点金汇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人事行政助理、设备维保运营员、设备安装调试员、设备安装调
试员等
●第 A103 号席位：常州安必克阀门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工、质检员
●第 A104 号席位：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实施顾问
●第 A105 号席位：常州盈迈企业征信管理有限公司
诚聘：电销专员、商务顾问、法务专员
●第 A106 号席位：常州市阳之光壹零零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私人教练、前台、会籍顾问
●第 A107 号席位：常州方至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车床学徒、质量检验员、数控车床技术员、数控车床操作工、
加工中心技术员、加工中心操作工
●第 A108 号席位：江苏松能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自控系统工程师
●第 A109 号席位：江苏华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工艺助理、机械设计人员
●第 A201 号席位：常州中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诚聘：助理培训师、培训师、导游、大学生志愿者
●第 A202 号席位：景林包装机械（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车工、铣工、焊工、装配工
●第 A206 号席位：常州洁林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内勤、仓管、电工、操作工
●第 A207 号席位：常州合全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诚聘：焊工、仪电工、化工操作、化学技术员、有机合成研究员、EHS 工
程师、分析类职位、动力（厂务）、污水工
●第 A223 号席位：江苏福曼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诚聘：船务文员、人事主管、CAD 制图员、财务助理
●第 A224 号席位：中井兴机器人（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机械制图、生产助理
●第 A225 号席位：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
诚聘：调色储备、品质检验员、 维修电工

●第 A226 号席位：盖茨液压技术（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维修技术员
●第 A227 号席位：常州川崎光阳发动机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计划排产担当
●第 A228 号席位：江苏昊邦智能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员、缝纫工、冲压工、普工
●第 A229 号席位：常州哈轴轴承销售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内勤、行政管理
●第 A241 号席位：江苏美格地板有限公司
诚聘：办公室文员、财务会计、网站程序员、仓库管理员、内贸销售、外
贸销售、平面设计师
●第 A242 号席位：常州市范群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工艺工程师、市场部经理、机械设计工程师、销售员、车间主任、
钣金工、材料核算员、调试电工、普 工、材料、零部件采购员、焊 工、外
贸销售员、装配电工
●第 A243 号席位：博格思众（常州）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过程检验员、操作工、数控机床、焊工
●第 A244 号席位：无锡壹壹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诚聘：装配工、数控实习生、数控 CNC
●第 A245 号席位：常州瑞高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项目工程师、项目主管、供应商质量工程师、过程质量工
程师、质量主管、持续改进质量工程师、实验室技术员、进料检验员、实
验室经理
●第 A246 号席位：常州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有限公司
诚聘：品质技术人员、采购助理、EHS 专员
●第 A247 号席位：常州百原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诚聘：电机设计工程师、质检员、统计员、工时定额员、车间物料员、数
控操作工、装配操作工
●第 A261 号席位：常州市英中电气有限公司
诚聘：检验员、机修工、维修电工、机械制图员、外贸跟单员
●第 A262 号席位：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钟楼支公司
诚聘：新华人寿储备干部
●第 A264 号席位：吟飞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诚聘：行政助理、外贸专员、DSP 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电子技术开
发(单片机软件)
●第 A266 号席位：富士通电子零件（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设施管理、设备维修、设备设计、 安全员、计算机维护与管理、品
质管理
●第 A281 号席位：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诚聘：货运司机、物流操作工、快递员、市场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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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优德口腔招聘
常州优德口腔门诊，强大的专家医

疗团队，一流的诊疗设备，提升服务，
现面向社会诚聘：

客户专员 营销经理
地址：天宁区新天地商业广场 A 座五楼。
电话：88851899
网址：http://www.yodek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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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为媒 传你美名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POP 橱窗招聘广告

联系电话：0519-85108673
联 系 人：潘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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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关注常州人力资源市场官方微信。

2018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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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近期招聘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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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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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会
须知

●11月 3 日（周六）“职为您来”--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 馆）
●11月 10日（周六）“相约今秋”--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 馆）
●11月 17日（周六）“阳光职场”--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 馆）
●11月 24日（周六）“职场零距离”--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 馆）第 881 期

“职为您来”
--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

11月 3日(本周六）A馆部分单位参会信息

#############################################
#

#############################################
#

育婴师 10 月 21 日开班（中、高级） 火热报名中
美容师（初、中级） 报名中
初级维修电工 报名中
厨师、点心师（初、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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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六楼 606、607 室
咨询报名电话：0519-85588933，85588935，8558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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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证书以后符合条件人员可根据相应政策领取政府补贴。

$$$$$$$$$$$$$$$$$$$$$$$$$$$$$$$$$$$$$$$$$$$$

培训简章、报名
关注“创业常州”

招聘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