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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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开班(并可考电工操作证)、中级维修
电工、公共营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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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电话：&'$()""$$%"*&+$"($!,&-!*,
网址：.//01++22234567348+ .//01++49345.:77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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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号4楼412室
电话：0519-88104813
网址：http://cy.czhrss.gov.cn/

常州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第 !号席位：常州市东南开发区恒丰织造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助理、棉纱收发、卡车驾驶员
!第 "号席位：常州巨竹由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诚聘：检具设计主管、检具工程师、质量工程师等
!第 #号席位：常州彦舟传媒公司
诚聘：市场总监、话务员$客服
!第 %号席位：常州好迪机械公司
诚聘：行政助理、项目经理、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等
!第 &号席位：常州雷宁电磁屏蔽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电工、电焊工、模具钳工、工艺员、结构设计
!第 '号席位：江苏中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电商金融客户专员、电商金融客户主管等
!第 (号席位：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诚聘：客户经理、客服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装校测试、成本会计、*+专员、机械工程师等
!第 ,-号席位：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质量工程师、采购计划员、安全工程师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力鹏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机电工程师$电机技术员、电机销售工程师、外
贸销售经理、外贸业务、信息专员等
!第 ,"号席位：丹阳市恒诺汽配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
!第 ,&号席位：常州山姆会员店
诚聘：肉科刀手、蛋糕师、裱花师、收货员、仓台员工、
库控员工、楼面员工、夜班员工等
!第 ,'号席位：常州第四无线电厂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车床、加工中心、调度员、铣工、车工、钳
工、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管理等
!第 ,(号席位：常州洁林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财务会计、客户经理$区域销售、仓库管理员、
设备管理员、储备干部、生产班长、吹塑挤出技工
!第 ,)号席位：常州爱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诚聘：专职语言顾问、少儿写作教师、少儿口才教师
!第 !-号席位：常州市京福娃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诚聘：人力资源经理、销售经理$客服经理等
!第 !,号席位：新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诚聘：化工操作工、仪表工、机修、化验员
!第 !!号席位：常州月星环球港商业中心有限公司
诚聘：客服、楼层主管$楼层管理员、营运文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中油集团
诚聘：加油站工作人员、销售公司、公司核算员等
!第 !#号席位：江阴古川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国内业务员、会计、采购人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豪凯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自动化车间主任、生产管理员、销售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华嘉车业有限公司
诚聘：仓库主管、销售$跟单、技术员、三维造型师等
!第 !'号席位：江苏天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电工、装配钳工、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等
!第 !(号席位：常州航空工模具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工程师、技职人员、技术工人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翰轩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助理、销售代表、综合内勤、售后等
!第 "-号席位：南京易乾宁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诚聘：理财经理、团队经理
!第 ",号席位：常州天瑞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技服工程师、销售工程师、市场推广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京福娃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诚聘：人力资源经理、销售经理$客服经理等
!第 ""号席位：江苏中东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招聘专员、市场营销人员、外贸业务等
!第 "#号席位：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质量工程师、工艺工装工程师主管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环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部营销总监、副总监、市场部部门经理等
!第 "&号席位：江苏汉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经理、市场专员、采购专员、物料专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睿才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寻访助理、市场助理
!第 "(号席位：江苏宇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商务顾问、储备干部$商务经理、网站程序员
!第 ")号席位：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一线操作工、质检员、电工、钳工、机加工、仓库
保管员、油漆调色员、外贸业务员、机械工程师
!第 #,号席位：常州日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铣床、精密平面磨床、放电加工机等
!第 #!号席位：常州中策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电子调试技术员、电子设计工程师等
!第 #"号席位：常州新金田工具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外贸跟单员、市场营销、仓管、保安
!第 ##号席位：常州艾乐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诚聘：客服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绿洲置业有限公司
诚聘：白马公馆渠道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有限公司
诚聘：人事、操作工
!第 #'号席位：江苏景尚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餐厅经理$主管、大堂副理、餐厅服务员、餐厅
领班、传菜员、客房服务员、楼层领班及主管等
!第 #(号席位：常州康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海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员、信息员、区域业务员、内勤
!第 %,号席位：常州银河创新磁电有限公司
诚聘：女操作工、技术员、检验员、储备干部、线长、销
售业务员、车间主任
!第 %!号席位：常州市红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员
!第 %#号席位：常州荣世电器有限公司
诚聘：电子部技术员、电机研发部技术员、销售人员
!第 %%号席位：常州敏政食品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专员、配送专员
!第 %&号席位：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物流专员
!第 %'号席位：无锡合富至胜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诚聘：发单员、置业顾问、市场部经理、前台文秘
!第 %(号席位：江苏垂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电话客服、行政文员、产品代表等
!第 %)号席位：江苏格翔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人员、服务人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神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经理
!第 &,号席位：美国科蒂思维少儿英语常州中心
诚聘：课程顾问、英语助教
!第 &"号席位：常州享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总监、销售经理、销售代表、客服代表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金桥喷雾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及工艺工程师、机械电气工程师等
!第 &%号席位：江苏常宝滔邦石油管件有限公司
诚聘：精密数控车床操作工、普车改装数控坯料加工
!第 &&号席位：江苏高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诚聘：会计师、财务内审员、项目经理等
!第 &'号席位：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装箱工、氩弧焊工、铆工、打磨工、钣金工等
!第 &(号席位：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运营助理、网点运营专员、市场销售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森派食品有限公司
诚聘：行政助理、质检员、外贸员、生产经理等
!第 '-号席位：常州成贤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营业
!第 ',号席位：纳图（常州）电气公司（中德合资）
诚聘：装配工、品质检验
!第 '!号席位：江苏浩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小语种业务员、外贸业务助理等
!第 ,#&号席位：常州巴奥米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车、后处理操作工、抛光工、检验员等
!第 ,#'号席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

营业厅
诚聘：支局长助理、客户经理、营业员
!第 ,#(号席位：井关农机（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采购、采购管理、部品检查、整机检查
!第 ,#)号席位：常州远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质检、钳工、辅工
!第 ,%-号席位：常州龙城韩利壁衣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销售主管、连锁店店长$店员、助理等
!第 ,%,号席位：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
!第 ,%!号席位：常州市鼎兴电子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工程师、电子产品研发工程师
!第 ,%"号席位：常州市顶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人员、门店导购
!第 ,%#号席位：常州顺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诚聘：化操工、技术员、物流主管、计划主管等
!第 ,%&号席位：江苏星星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工程师、技术人员、销售工程师
!第 ,%'号席位：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诚聘：维修钳工、数控操作工、铸造工、行车工
!第 ,%(号席位：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诚聘：充电桩安装工人、电气元器件接线工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创联电源有限公司
诚聘：研发助理、外贸业务员、国内业务员等
!第 ,&-号席位：江苏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专员、销售助理、质量工程师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高露达饮用水有限公司
诚聘：水老板计划、送水员、配送员、带车驾驶员等
!第 ,&&号席位：江苏闪亮天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诚聘：办公室主任、财务会计、葡萄牙语翻译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遥观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外勤、技术工程师、冷冲模具学徒等
!第 ,&(号席位：常州市金阳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诚聘：厢卡驾驶员、药店保健品推广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九郡商贸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员、普工
!第 ,',号席位：常州祥康电子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工程师、售后服务工程师、客服文员
!第 ,'!号席位：常州香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诚聘：暴雨洗车连锁店店长、店长助理、洗车工
!第 ,'"号席位：常州鑫仁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工程师、机械技术员、电气技术员等
!第 ,'#号席位：南京博衍投资管理公司常州公司
诚聘：团队经理、理财顾问、客服
!第 ,'%号席位：江苏港益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工程师、探伤检测人员
!第 ,'&号席位：苏州东来气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诚聘：高压值班电工
!第 ,''号席位：常州亚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质量助理、技术员、办公室文员、操作工
!第 ,'(号席位：武进区邹区灯巢壹号灯饰商行
诚聘：区域销售主管、区域业务代表、跟单员等
!第 ,(-号席位：江苏超凡标牌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财务经理、销售部经理、项目部经理等
!第 ,(,号席位：江苏佳粮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三维制图员、销售经理、金工车间质检等
!第 ,(!号席位：江苏国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外贸销售经理、内贸业务员、总经理助理等
!第 ,("号席位：江苏晨光盛得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开发营销人员
!第 ,(#号席位：常州迪文展示器材有限公司
诚聘：仓库管理员、会计、生产主管、采购、培训生
!第 ,((号席位：爱森水暖制造0常州1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工程师、技术员、工量器具设计及管理等
!第 "&"号席位：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营业部经理、理财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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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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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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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周五） 机械、外贸、营销、制造加工业专场招聘会（2馆）
!"月 !,日（周六）“龙城之春”33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2馆）
!"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33人才交流会（4馆）
!"月 !'日（周五） 服装、营销、财会、软件类专场招聘会（2馆）
!"月 !(日（周六）“相约成功”33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2馆）
!"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33人才交流会（4馆）
!#月 " 日（周五） 机械、电子、营销、服务类专场招聘会
!#月 # 日（周六）“英才有约”33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2馆）
!#月 # 日（周六） 常州市 !-,%年退役士兵就业专场招聘会（4馆）

天宁区人力资源市场
近期招聘会信息

3月26日 天宁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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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74?$%,@4<A

招聘地址:中吴大道 $-"*号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3月 20日（本周五）参会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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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星期五）

举办钟楼区2015年综合性招聘会。欢迎广大求职者前
来应聘。

招聘时间：B月 -&日星期五上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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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直达 C$、C-、C-$、C-B、'$ 路等到

江南商场或怀德桥下
联系电话：&'$())"%%&&'&$
联系人：王女士、沈女士
信息查询网址：.//01++222@5>:7>D@;<=@48+

以我为媒 传你美名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POP橱窗招聘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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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19-86611716
!!

联系人：步小姐 传真：0519-88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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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笔罚款!常规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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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主场迎战北京男篮! 观众投掷杂物
%

主

持人挑衅北京男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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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首钢男篮主场迎战广东

队!进行
&'(

半决赛第
$

场比赛" 在距

离比赛结束还有
#

分
$"

秒时! 有观众

向场内投掷了半个桔子" 比赛结束后!

个别观众向正在退场的广东队球员投

掷杂物"

中国篮协给予核减北京首钢篮球

俱乐部联赛经费
")

万元# 取消北京赛

区优秀赛区和优秀安保奖项评选资格

的处罚"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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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