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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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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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海诺电子科技公司
诚聘：电子仪器产品的生产调试、信息员、
区域业务员、内勤
!第 "号席位：国美电器常州金太阳至尊
家电有限公司
诚聘：店长#副店长、法务专员、门店销售、采
销业务、品类主任#助理、防损队长
!第 $号席位：东海泛亚财富（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诚聘：理财顾问、客户经理、资深理财师
!第 %号席位：常州市旭丰化妆品公司
诚聘：市场营销、业务员、客服
!第 &号席位：冲电气软件技术'江苏(公司
诚聘：)*+软件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
师、应用软件工程师
!第 ,号席位：常州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
有限公司
诚聘：人事、操作工
!第 -.号席位：常州航空工模具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工程师、技职人员、技术工
!第 --号席位：常州市恒丰织造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助理、棉纱收发、卡车驾
驶员
!第 -/号席位：常州成贤太阳能技术公司
诚聘：技术
!第 -!号席位：江苏中东化肥股份公司
诚聘：招聘专员、市场营销人员、外贸业务、
总经理秘书、营销策划、营销管理
!第 -$号席位：常州龙城韩利壁衣公司
诚聘：项目销售主管、连锁店店长#店员、开
店专员、连锁店督导、市场经理、总裁助理、
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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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干#主管助理
!第 -0号席位：常州市达蒙砂轮制造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内销业务员、跟单员、财
务总监、助理会计、仓库管理员、机修工等
!第 -&号席位：江苏亚邦医药物流中心有
限公司
诚聘：储备销售员、销售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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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服务员等
!第 /.号席位：新北区鲁园家具经营部
诚聘：店经理、店长、家居顾问、储备干部
!第 //号席位：常州第四无线电厂公司
诚聘：数控车床、加工中心、铣工、车工、钳
工、人力资源主管、文秘等
!第 /!号席位：江苏柏鹤化工集团
诚聘：营销区域经理、电工、操作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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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经理、销售、客服、市场精英等
!第 /%号席位：常州中油集团
诚聘：加油站工作人员、公司核算员、销售
主管、润滑油工程师、油罐车驾驶员、油罐
车押运员等
!第 /0号席位：江苏汉武智能科技公司
诚聘：销售经理、市场专员、物料专员、电子
工程师、电工、装配工
!第 $%号席位：常州爱普超高压液压系统
有限公司
诚聘：工艺工程师、销售工程师、质检、数控
车工、钻工、装配钳工、保洁
!第 $0号席位：上海精视广告传播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
诚聘：活动策划、销售业务员、策划助理、画
面安装工、平面设计
!第 $&号席位：常州市信合久塑料公司
诚聘：挤出机操作工、机电维修工
!第 $,号席位：江苏中孚科技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诚聘：成本会计、主办会计、驾驶员
!第 %.号席位：南京博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团队经理、理财顾问、客服
!第 %-号席位：常州艾诺标识设计制作有
限公司
诚聘：标识设计师、设计助理、业务精英、有
机雕刻工、标牌有机组装工、安装工等
!第 %!号席位：江苏蓝火翼网络科技公司
诚聘：天猫#淘宝官方平台客服、呼叫中心客
服代表、呼叫中心英文客服代表
!第 %"号席位：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物流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邮政管理局
诚聘：行政驾驶员
!第 %%号席位：武进区邹区灯巢壹号灯饰
商行
诚聘：销售主管、区域业务经理、销售内勤、
采购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舒馨冷暖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经理、销售助理
!第 %,号席位：常州协发机械制造公司
诚聘：焊接工程师 123、工艺工程师等
!第 0.号席位：常州市百斯维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装配技术
!第 0-号席位：常州市飞马金属制品公司
诚聘：销售人员
!第 0/号席位：江苏佳粮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三维制图员、销售经理、外贸员、办公
室文员、激光切割操作员、钣金工、车工
!第 -"$号席位：美国科蒂思维少儿英语
常州中心

诚聘：课程顾问主管、市场主管、课程顾问、
英语助教
!第 -"%号席位：江苏博大数控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员、外贸业务员、钳工、铣工、铆
工、应界毕业生
公司提供工作餐和宿舍，有班车接送。
!第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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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成甬良商贸公司
诚聘：大客户经理、储备经理、策划企划、主
办会计、驾驶员、果汁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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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员、交通协管员
!第 -$.号席位：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诚聘：充电桩安装工人、电气元器件接线
工、市场营销中心总监等
!第 -$-号席位：广州市谊合电子有限公
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销售工程师、商务专员
!第 -$/号席位：常州山姆会员店
诚聘：肉类主管、冻品主管、熟食主管高等
!第 -$!号席位：常州新科博华电子公司
诚聘：产品开发、计划调度、市场营销等
!第 -&$号席位：常州励岸宝机械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设计师、装配工、销售代表、外贸
销售员、电器工程师、网络推广
!第 -&%号席位：常州日精仪器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
!第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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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号席位：常州享健生物科技公司
诚聘：销售总监、销售经理、销售代表、客服
代表、客服经理、实习生、文员、店长等
!第 -,.号席位：天宁区青龙钻石酒业商行
诚聘：业务主管、业务员
!第 -,-号席位：新北区月星盼盼硅藻泥
经营部
诚聘：女导购
!第 -,/号席位：江苏金马扬名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诚聘：实施工程师、服务工程师、销售代表
!第 -,!号席位：常州新科博华电子公司
诚聘：产品开发、计划调度、市场营销、生
产、宿舍管理员
!第 -,"号席位：常州天亿电子设备公司
诚聘：装配钳工、塑料装配、电工、电镀销售
人员、超声波销售人员、生产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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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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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日（周五） 服装、营销、财会、软件类专场招聘会（)馆）
!!月 /&日（周六）“相约成功”44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馆）
!!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44人才交流会（5馆）
!"月 ! 日（周五） 机械、电子、营销、服务类专场招聘会（5馆）
!"月 " 日（周六）“英才有约”44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馆）
!"月 " 日（周六） /.-$年退役士兵!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B馆）
!"月 -.日（周六） 电子、电气、机械、营销类专场招聘会（5馆）
!"月 --日（周六）“世纪精英”44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馆）
!"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44人才交流会（5馆）

天宁区人力资源市场
近期招聘会信息

4月2日天宁区综合性人才招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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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74?$%,@4<A

招聘地址:中吴大道 $-"*号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3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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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星期五）

举办201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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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456 7893:;

F²o &))( ³-#$©f $

´ &*� µD $%&& ³_b +&( :

¶·{�78D¸¹º³r»9¼

½EF¾¡�MI ¿;<ÀÁ�

yrÂÃÄª ,³ ' Å�µÆ&�½

_b:\Çª !È1 -{;É

Ê�#$�ËyÌÍ{;�ÎÏÐ

��&Q�ÑÒ-ÓÔ����Õ

«Ö©f�×ØÙ¡�f�&% Ú

-«ÖZÉÛ"R & ´ )��&E

{;×ÜÝÞ�ª Ä

ß�9:·{-à'fáI©

fâ'á�#$-ãäIyD�

&,å' Ú-«Öæ

身高
ç Ûèéê

ë�ìíPî�Éïð�,ñ~ò

ó§ô�rõö-÷§ø~&ù´

-�ÌÏ�îúûª Ä

�üýþD�h &) Úÿ!

G78Æ"4#I$%#$D:\

&'(÷ø)*Ç+,-./-

01Q"23IÆB4567#$

'½è8 &$ (.9ª no�':

;I#$[¶Bü<=Iyno�;

:@�ÿ7�&×Ü>?-I@

A1 BCrRª Äò+#$PD

EFG÷HIR1 'w�J &$

(./-K7Iy'½P� -a, (

¢I�&LLMª Ä

NÍ-#$I;<ZÉO+×

»PQRSpRTIUN°-yrÂ

ÃÄV&WXYZ[y�\%ï-&

']^�&×Ü_I `¶B1 -

«a,b'ücµ-:dI efB

-.�&g�o,JühiIjkI

lmFFnoª Ä#$e&pªqB

r"stJWXuvwFWXno

«I #$V�MF'h &) Úr·

x-yzIyuv-.×Üsti{

w|}Ino�&~���w !"#

{;noF-×Ü[ªÄ��-#$

Pk�1 �°+�½�I �&@

ò@��ò'�Rª

!()*+'<=<> ?@ABCDEF

D��+,- $%&,.&' »�I

#$ß�����ÿ�ÇF� -&

�I���� &,/&ö *0%{�ª ��

��I #$Dÿc»�-�M��

+Øs34- &% ö 10- {�I ��

ôEFe�F�-�MI #$��

ö ¡Iy�R�1 ¢@p&9£

9¤¢Ià'³E¥¦�»I�Bü

òóÝ§I �»9�¨oQ©Pª

Rù#I 78É+�«8D��×

Y¨Eè¬'üª Ä

c-®¯@O'=&#$-

é87'IJ�P°±"R 2"# -

»�Íª ²»�I#$�³ -0- ½®

¯f´��à'Iµ¶�a·i¸¹

GZº-;C»¼L+y#½|

}ÄIp�üc-Y¾nhI#$

�MFuò¿Þµ³Ù-rÀÁI

yD�Íwµ\ÂÃuò�BÄOI

��ÅÆÍ��\�&nÃI ��

&Ç?È1 -ÉOÊË;ÇÌ

Íª Ä

²»�EÎ7YI ÏDÐÑ-

ÿ�ÇÒÓÔFrÃÕI Ö×ØÙ

#$aÚÛI?×Ü° !"# Ý!Þ

ßàpáâãäª ��Y-åæ�

çâvBè_�8»I �<éê¡

rëìíª p";Çuòî�-

ïI #$ðèBü1ñIyD'üV

ò-�½91 óô-�&òó¬

¢Iõö;Ç÷oòø-ù¨ª éê

&Ð� & öúûüý-×»I ef

�e8«þ@ÿù!"9�@#f

��òØRª Ä

GHIJKLML4N !"#$%&$'OPQRST3*UV9W GXYZ<[\5

O]*^_WG`ab<[c*d!'efgh ()* O6ij GWkXlmW*d`n

7o<[56pefqO +%rstjuvWwwxyz{| ,)*}~L�Olmb��

�W?�����zGO56���p�L���c�������fj

!"#$%&'()!"#*$%+,-./

#$% !"&'() *+,-

引发网友热议的 !周琦

路边买鸡蛋灌饼"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