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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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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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等
!第 #$号席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常州市
消防支队
诚聘：消防员
!第 #%号席位：常州大茂精密模具公司
诚聘：&'&操作员、模具设计员
!第 #!号席位：钟楼区荷花恭祥蜂产品经营部
诚聘：见习店长、店长助理、见习主管
!第 #(号席位：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物流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人才派遣公司

诚聘：交通协管员、数控操作工、*+#%检查工、铸
造工、焊工、维修电工,钳工
!第 %$号席位：梅特勒-托利多
诚聘：装配、测试、电焊工、装配、./0操作、波峰
焊、目检、安装调试、进料检验员
!第 %%号席位"丹阳奇烨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线材车间组长、&12、+12、.12、产线组长
!第 %3号席位：江苏汉武智能科技公司 诚
聘：仓库管理员、质检员、普工、装配钳工、电子测
试调试,焊接工、电工
!第 %(号席位：常州同联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诚聘：健康顾问、收银、药区、备干部、班经理
!第 4$号席位：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公司

诚聘：仓管员、测试员、损检测、料工、磨工等
!第 4%号席位：常州市川霸商贸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代表、驻店业代、素质要求
!第 4!号席位：麦格纳动力总成（常州）公司
诚聘：仓库班长、维修班长、设备维修、维修电工、
质量检验员、作工,翻包工
!第 43号席位：武进区邹区灯巢壹号灯饰商行
诚聘：零售经理、区域销售主管、区域业务代表、
跟单员、采购员、财务、安装技术员、库管理员
!第 4(号席位：他喜龙塑料（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
!第 !$号席位"常州中生美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人员、客服人员、店员、司机、营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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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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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23456472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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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网址：+,,-.001112;3@62;<0 +,,-.00;A2;3+5662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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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A2;3+5662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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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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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A6;B"*%2;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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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日（周五） 外贸、电子、物流、营销类专场招聘会（5馆）
! )月 %$日（周六）“才智龙城”--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6馆）
! )月 %3日（周五） 建筑、房产、营销、设计类专场招聘会（5馆）
! )月 %7日（周六）“相约今秋”--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6馆）
! )月 %7日（周六）“名企优才”--人才交流会（5馆）
!#$月 4、!日（周五、六） 因国庆节放假招聘会暂停
!#$月 #$日（周五） 营销、外贸、制造加工业专场招聘会（5馆）
!#$月 ##日（周六） %$#!龙城金秋高层次人才洽谈会（6馆）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近期招聘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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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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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热力江替代李慕豪
亚运官网公布中国男篮名单

昨天，仁川亚运会官网公布了
中国男篮12人大名单。不过令人感
到意外的是，中锋李慕豪居然不在
大名单中，而顶替他的是控卫西热
力江。

一周前中国亚运代表团成立时，
中国男篮也公布了参加仁川亚运会
的12人名单，当时中国男篮主帅宫
鲁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并非是最
终的12人大名单，可能还有小小的
变动。变动对象是控卫西热力江，他
能否进入最终的大名单，要看他在同
约旦男篮最后3场热身赛的表现。

原本中国男篮只带两名控卫就
已经是非常不保险的做法，万一有一
人受伤，将面临无人可替换的窘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西热力江替补进
入12人名单的呼声就很高了。在最
后的3场热身赛中，西热力江场均
可以贡献9分2个篮板1.8次助攻，
尤其是防守端表现的非常积极。因
此，他进入仁川大名单并不让人意
外。

但是李慕豪无缘亚运会，还是非
常让人感到意外的。首先，他是中国
男篮目前的第一高度，而且是单兵防
守和盖帽能力最出色的球员。再者，
从培养他的个人能力来看，也应该将
其带到国际大赛上历练历练。在整个
夏天代表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他场
均可以贡献6.1分3.1个篮板。而且
中国男篮在面对伊朗的哈达迪、韩国
队的李钟贤等内线时，需要李慕豪在
内线的防守能力。

对此，专家们也在微博上谈了自
己的看法———
《篮球先锋报》总编辑苏群表示：

“李慕豪落选亚运———后卫伤病隐
患，自身伤病，对手速度等各种原
因。”如苏群所说，因为刘晓宇近日连
续受伤，所以，宫鲁鸣才可能在最后
时刻决定带上西热出征亚运。同时，
李慕豪的跟腱伤一直没有痊愈也可
能是他落选的原因。同时，苏群还表
示：“现在没有一个俱乐部的球员超

过两人：广东2，新疆2，福建2，东莞
2，辽宁2，北京1，山东1，不再是一支
球队半壁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篮球评论员
朱彦硕曾透露，“以后国家队的成员
里，来自同一个CBA球队的球员，将
不超过三个。”

综合

常州业余篮球比赛
10月开赛

2014-2015年全国CBA联赛的热身赛

2014年常州业余篮球比赛
将于十月初在少体校全民健身
中心全面“开战”，本次篮球比赛
是2014年常州市购买公共体育
服务项目，是常州市首次实施购
买公共体育服务的18个项目之
一。

本次比赛是常州地区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业余篮球比赛，
无论从赛事规格、参赛队数、参
赛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有
来自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微
信!

!!

"群等各行各业参赛，甚
至残联协会也报名参赛，共有
32支球队参赛，参赛人数达400
多人，平均年龄28岁。大家热情
高涨，为的是交流球技、享受比
赛、展示自我。

据悉，本次比赛已作为
2014-2015年全国 CBA联赛
的热身赛，决赛地点也定在奥体
篮球馆举行，这在常州业余篮球
赛史上更是前所未有。比赛从

10月7日起正式开赛，预赛采
取分组循环赛，分成8个小组，
每个小组取第一名，再通过抽签
进行淘汰赛，最后决出名次，11
月 2日比赛结束，历时近一个
月，共进行55场比赛。

为组织好本次比赛，作为主
办方的少体校全民健身中心做
了大量细致的各项工作，多次组
织召开协调会，布置任务，明确
分工，落实方案；聘请国家A级
裁判担任裁判长，更具权威性；
制定科学合理的赛程安排和比
赛规则，更具公平性；建立医疗
救护、应急处置等保障机制，更
具安全性；举行开幕式，营造浓
郁的比赛氛围，更具影响性。同
时立足少体校专业教练队伍和
专业运动场馆，为各参赛队提供
训练场地、组织培训、团体和私
人教练指导等服务，确保比赛顺
利举行。

袁林 杨曌

这是年轻的李慕豪第二次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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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单的最后时刻被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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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男篮参加菲律宾亚锦赛$本已经不在名单上的王治郅替换李慕豪出征

亚锦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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