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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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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19-86611716
!!!!!!联系人：步小姐 传真：0519-88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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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9月 12日（本周五）参会单位信息
!第 !号席位：常州市高露达饮用水公司
诚聘：售后客服、水站管理员、水老板计划、
送水员、配送员、带车驾驶员、驾驶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
诚聘：化工操作人员、分析检验人员、污水
操作及检验人员
!第 "!号席位：江苏蓝博环保机械公司
诚聘：电子工程师、销售精英、电器安装$售
后服务人员、机械总工程师
!第 "%号席位：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公司
诚聘：机修工程师、生产技术人员、销售经
理、销售代表
!第 "&号席位'三惠技研（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
!第 (#号席位：江苏通鼎光电股份公司
诚聘：销售代表、外贸业务、企划专员)标书
制作、行政专员、技术工程师
!第 ((号席位：常州通路地板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专员、前台
!第 (!号席位：常州日精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制造班长、注塑成型技术员、操作工

!第 (%号席位：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诚聘：网点审核专员、网点运营专员、服务
工程师
!第 (&号席位：梅特勒*托利多
诚聘：装配、测试、电焊工、装配、+,-操作、
波峰焊、目检、安装调试、进料检验员
!第 .#号席位：南京义达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诚聘：会议主持、出纳、销售实习生、营销顾
问、储备干部、销售经理
!第 .(号席位：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物流专员
!第 ..号席位：(#"!年常州市交巡警支队
诚聘交通协管员
诚聘：路面执勤交通协管员
!第 .!号席位：常州南车汽车零部件公司
诚聘：数控操作工、/0"(检查工、铸造工、
焊工、维修电工1钳工
!第 .%号席位：无锡上医堂（集团）公司常
州分公司

诚聘：小讲师、储备干部、销售代表、店员
!第 .&号席位：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公司
诚聘：仓管员、测试员、无损检测、氩弧焊
工、气保焊工、铆工、下料工、打磨工
!第 !(号席位：霓达摩尔科技（常州）公司
诚聘：产品开发、机修工、维修电工、数控调
试员
!第 !!号席位：江苏万商商贸城责任公司
诚聘：安全管理副总经理、安全员、机修工、
电工、物流营销、行政人事专员1助理
!第 !%号席位：常州点明贸易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文员、人事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富敬塑胶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销售内勤、2034、电工、前台
!第 5#号席位：常州市明和塑胶有限公司
诚聘：缝纫工、缝纫学徒、挡车工、挡车工学
徒、普通操作工、储备干部、2-
!第 5(号席位：光大环保技术装备（常州）
有限公司
诚聘：行政文员前台、安全管理工程师、质
检工程师、项目专业工程师、营销专员等

钟楼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
常州市钟楼区人力资源市场于9月12日（星期

五）举办2014年钟楼区综合性招聘会。欢迎广大求职
者前来应聘。

招聘时间：!月 "#日星期五上午 !：$$%&&：'$
招聘地点：常州市西直街 ((号（钟楼区社区建设指

导中心、怀德桥渝味川菜馆旁）
交通线路：)")路直达 *&、*)、*)&、*)'、+&路等到

江南商场或怀德桥下
联系电话：$+&!%%(,,$$+$&
联系人：王女士、黄女士
信息查询网址：-../01233345678694:;<4=>2

省人社厅唯一指定的常州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
心理咨询师、公共营养师培训、婚姻家庭咨询师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

心理咨询师、公共营养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特
邀相关专家面授，请抓紧时间前来报名。

初级维修电工(并可考电工操作证)、中级维修电工、
PLC可编程序控制设计、公共营养师、家政服务员、育婴

师、美容师。持有就业登记证的下岗失业人员、外省劳动
者参加以上培训可减免，本省农村户口可享受补贴。

地址：局前街 )(号四楼玻璃房 ?",室
电话：$+"!%(("",(@$2"(!")'$))@'
网址：-../0223334=5A84=>2 -../022=B4=5-7884:;<4=>2

常州市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创业培训-点燃你做小老板的梦想
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并领取营业执照可享受补贴
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对有志创业的规定对

象进行“SYB创业培训”（或“网络创业SYB培训”）
和“IYB创业提升”免费培训。取得《创业培训合格
证》，并领取营业执照正常经营三个月后可享受政
府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正在报名中。
地址：局前街 )(号 ?楼 ?&)室
电话：$+&!%((&$?(&'
网址：-../022=B4=5-7884:;<4=>2

常州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天宁区人力资源市场
近期招聘会信息

9月18日天宁区知名企业人才招聘会，即日
起即可预定，详细信息发布在常州人才网、常州
毕业生网天宁网、天宁人事劳动保障网及市场信
息栏，欢迎广大单位咨询参加！

咨询电话：((&&$$((、(,,+,?!,（传真）
联系人：于女士 陈先生
E-mail：.>765B8=C&,'4=;D

招聘地址:中吴大道 &)(@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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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9、36路可达）
电话：0519-86611716、86600691、86679073 传真：0519-88101107 联系人：步小姐、韩女士、耿先生
邮箱：czrcjob@163.com或c86611716@163.com（招聘启事中请不要出现表格形式）

2、常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常州市局前街28号一楼服务大厅电话：0519-88125771联系人：蔡女士
3、“名企优才”-中高级人才交流会电话：0519-86679073邮箱：mqycjob@163.com 联系人：韩女士

联
系
方
式

! 6月 "(日（周五） 化工、机械、电气、营销类专场招聘会（7馆）
! 6月 ".日（周六）“世纪精英”**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8馆）
! 6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人才交流会（7馆）
! 6月 "6日（周五） 外贸、电子、物流、营销类专场招聘会（7馆）
! 6月 (#日（周六）“才智龙城”**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8馆）
! 6月 (%日（周五） 建筑、房产、营销、设计类专场招聘会（7馆）
! 6月 (9日（周六）“相约今秋”**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8馆）
! 6月 (9日（周六）“名企优才”**人才交流会（7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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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点击常州人才网、常州公共就业招聘服务网。

根据《关于开展2014年下半年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工作的通知》（苏劳就管〔2014〕4号）的要求，决定即
日起开展2014年下半年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报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鉴定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11月17日-21日，11月16日下午报到。 鉴定时间：11月22日。
培训鉴定地点：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南京市北圩路77号）。
二、提交材料

个人报名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学历或学位证书复印件各1份，两寸黑白照片2张，《职业指导人员报名推荐表》1
张。报考职业指导师（二级）和高级职业指导师（一级）的人员报名时还须提交已发表的论文（包括刊物封面、目录及文章）一份。
此外，报考职业指导师（二级）和高级职业指导师（一级）的人员须另外提交统一命题论文，其中职业指导师一式3份，

高级职业指导师一式5份。
三、收费标准

培训费每人1050元，教材及考核鉴定费每人550元，食宿费用自理。报考职业指导师的人员，需另交论文评审费200
元；报考高级职业指导师的人员，需另交论文评审费200元、答辩费300元。
四、其它事项

1、各等级申报条件和要求、论文题目、撰写要求及格式和相关报名表格，请登录“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
//www.jshrss.gov.cn《政策法规栏》中查询和下载。
2、报名工作从即日起至9月19日结束；一、二级命题论文报送截止时间为10月10日，逾期未交者，取消综合评审资

格，费用不予退还。
3、请将相关材料和相应费用按时交至常州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联系人：吴女士 电话（传真）：0519-88115756 地址：常州市局前街28号203办公室

常州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2014年下半年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报名的通知

刘翔结婚引爆“文体恋”话题
昔日眷侣今何在？

相比于恋爱关系而言，婚
姻无疑是更严肃且庄重的。但
如今，婚姻的约束力越来越小，
它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带锁的保
险箱。
谢晖与佟晨洁，2004年的

那场电视婚姻让他们的爱情
故事天下皆知。谢晖英俊多
金，在国脚中拥有较为显赫的
留洋经历；佟晨洁是上海名
模，同时涉足主持与影视界。
他们的结合似乎顺理成章，一
时间成为文体明星结合的典
范。可即便是这对曾经被视为
中国版“小贝与辣妹”的金童
玉女，最终也没能逃过离婚的
命运。2011年，因为种种原因
“谢佟恋”遗憾地选择分手，这
对“神仙眷侣”终究未能熬过
“七年之痒”。曾经轰轰烈烈的
爱情，最终还是就这样无奈地
“销声匿迹”。

奥运冠军马琳与演员张宁
益的婚姻曾是另一对文体明星
结合的典范，可惜的是他们同
样未能最终修成正果。与“谢佟
恋”不同的是，马琳与张宁益的
离婚风波更是闹得满城风雨，
甚至不惜对簿公堂，这场官司
曾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
注。2010年12月下旬，在历时
一年多、六次开庭的长盘拉锯
战之后，双方才终于达成和解。

马琳以付出千万家产的代价结
束了与张宁益这段长达六年的
婚姻，昔日的“模范夫妻”最终
分道扬镳。

当然，“文体明星恋”也并
非都如此让人忧心，即便是在
感情方面经常被冠以“浮躁”一
词的体育圈与文娱圈的结合也
依然有正能量存在。比如田亮
与叶一茜，虽然他们一直生活
在聚光灯下，但自从高调开始
交往以后，双方都鲜有负面新
闻传出，这足以让人切实感受
到他们的幸福。婚后四年他们
喜得千金，这个名叫“森碟”的
姑娘再一次让这个家庭的幸福
指数“爆表”。“奶爸”“靓妈”“萌
娃”，美满无以复加，也许他们
就是此时刘翔与葛天最好的榜
样。

其实自从北京奥运会退赛
开始，诋毁与质疑就从来没有
离开过这位里程碑式的运动
员。这么多年来，刘翔身上被强
加了太多的压力，这对他并不
公平。可即便如此，“飞人”仍然
选择继续坚持。未来无论怎样
都会有另一个人陪在身边，这
对刘翔而言或许才是最重要
的。在赛场上，刘翔已经无需再
证明什么；希望在赛场外，刘翔
也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宛体

就在刘翔与葛天的结合以风一般的速度侵占国内各大
新闻媒体头版头条的时候，“文体明星恋”这个专属用词又
一次被重新推到了台面上。其实文娱明星与体坛明星走到
一起已经屡见不鲜，这样的结合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惯性。
不过相爱容易相守难，纵然很多对“文体明星恋”都曾经爱
得轰轰烈烈，但真正能经得起各种诱惑与考验，不惧时间打
磨一路走到今天的并不多见。

说到“文体情侣”，不得不提
到昔日的高峰与那英。当年正值
中国足球炙手可热的时期，国脚
高峰与华语天后那英的恋情顺
理成章地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
尽管都有了爱的结晶———儿子
“高兴”，但可惜这段磕磕绊绊、
绵延了十余载的感情最终还是
“死”于高峰的私生子事件。

很多人为那英鸣不平，因为
由排斥谩骂到欣赏接纳，从球迷
态度的转变中就可以看出她为
这段感情真的付出了许多。不过
这些都已成往事，再去追究是谁
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可无论怎
样，曾经浓浓的爱意被一点一点
无情地消耗殆尽，这还是令人唏
嘘不已。

昔日孔令辉与影视明星马
苏的恋情进行的并不算高调，不
过这段长达11年的恋爱长跑曾
经还是让无数路人艳羡不已。尽

管在这期间多次传出两人分手
的消息，但孔令辉和马苏却始终
相互扶持，携手在甜蜜的爱情道
路上前行着。可惜走着走着，他
们还是在名叫“聚少离多”的岔
路口走散了。孔令辉曾表示即便
分手了他们还是会像亲人一样
去关心对方，若如此也不失为一
个可以接受的结局吧。

李金羽和演员孙宁曾是一
对很被看好的文体情侣，他们也
一度走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
遗憾的是在来来回回的分分合
合后，性格不合与聚少离多最终
还是为这段破碎了的感情埋了
单。其实所有的“文体明星恋”都
有一个相同的敌人———聚少离
多。一个到处奔波比赛，一个天
南地北拍戏，相处时间过少是必
然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感情迈不
过这道坎，那其实从一开始就已
注定了劳燕分飞的结局。

婚姻不再是保险箱
“夫妻”也难一路同行

文体情侣多引扼腕
高光恋情归于平淡

马琳与张宁益

谢晖与佟晨洁

那英与儿子!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