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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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油集团
诚聘：加油站工作人员、加油站（油库）核
算员、油罐车驾驶员、油罐车押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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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助理
!第 "$号席位：常州市京福娃车辆配件
有限公司
诚聘：人力资源总监、销售经理%客服经
理、财务经理、销售人员、客服专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有色铸造有限公司
诚聘：数控机床操作工
!第18号席位：天宁区青龙钻石酒业商行
诚聘：业务主管、业务员
!第 &#号席位：常州市恒丰织造公司
诚聘：外贸业务员助理、棉纱收发、卡车驾
驶员
!第 &&号席位：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营业部经理、理财规划师
!第 &$号席位：江苏中东化肥股份公司
诚聘：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人员、外贸业
务、总经理秘书、营销策划、营销管理 '

市场监督
!第 &(号席位：江苏东网信息科技公司
诚聘：商务经理、商务代表
!第 &!号席位：常州市展翔精密模具厂
诚聘：采购、办公文员、钳工、电火花快走
丝、慢丝、铣床、加工中心、车床等
!第 &)号席位：光大环保技术装备（常
州）有限公司
诚聘：安全管理工程师、项目专业工程师、
技术支持工程师%营销专员、雾化器维修
!第 &*号席位：江苏通睿信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代表

!第 &+号席位：钟楼区南大街祥发服饰
商行
诚聘：服装类导购员
!第 ,#号席位：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物流专员
!第 ,"号席位：融宜宝积家信息咨询（北
京）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信贷经理、大学实习生
!第 ,&号席位：常州新金田工具公司
诚聘：操作工、外贸跟单员、平面设计、物
流仓管、清洁工
!第 ,,号席位：霓达摩尔科技（常州）有
限公司
诚聘：机修工、仓库保管员、数控调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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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员
!第 ,(号席位：江苏极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话务代表
!第 ,!号席位：资邦财盈（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理财团队主管、理财顾问
!第 ,)号席位：江苏汉武智能科技公司
诚聘：销售员、市场专员、质检专员、电子
工程师、电子调试员、装配工
!第 ,*号席位：常州普莱克红梅色母料
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辅助工
!第 ,+号席位：常州市创格灯光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诚聘：-./景观照明结构工程师、照明智
能控制系统应用工程师、技术员等
!第 $#号席位：常州长亚国际贸易公司
诚聘：外贸专员
!第 $"号席位：江苏顶塑实业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员工、品质检验员、仓管员

!第 $&号席位：江苏精科嘉益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销售人员、水处理技术经理%技
术员
!第 $,号席位：欧胜高空升降平台设备
制造（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机械装配工
!第 $$号席位：常州航空工模具公司
诚聘：技术工人、平面磨、数控铣、精镗工、
铣工、线切割
!第 $(号席位：常州煌金广告传媒公司
诚聘：销售经理、销售员、行政内勤
!第 $)号席位：江苏中和康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诚聘：招商经理%市场经理、客服经理、客
服专员%助理、店长、验光师
!第 $*号席位：常州市恒力机械公司
诚聘：数控车床，普通车床、电气装配、加
工中心检验
!第 $+号席位：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委托招聘：维修钳工、交巡警支队诚聘交
通协管员
!第 (#号席位：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诚聘：高压类电工、特种类电工、中级电
工、技术管理人员、学徒、操作工%行车工
!第 ("号席位：江苏方水环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代表、兼职业务员
!第 (&号席位：常州山姆会员店
诚聘：鲜食主管、干货主管、仓台主管、夜
班主管、前台经理、收银员、服务台员工等
!第 (,号席位：常州比优特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诚聘：加工中心、线切割工、普车工
!第 ($号席位：常州协发机械制造公司
诚聘：焊接工程师 01.、工艺工程师、检验
员、仓库管理员、打磨工、焊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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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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周五） 机械、电子、营销、服务类专场招聘会（2馆）
!$月 $ 日（周六）“英才有约”34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5馆）
!$月 $ 日（周六） &#"(年退役士兵!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2馆）
!$月 "#日（周五） 电子、电气、机械、营销类专场招聘会（2馆）
!$月 ""日（周六）“世纪精英”44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5馆）
!$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44人才交流会（2馆）
!$月 ")日（周五） 外贸、电子、物流、营销类专场招聘会（2馆）
!$月 "*日（周六）“阳光职场”44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5馆）
!$月 "*日（周六）“名企优才”44人才交流会（2馆）

天宁区人力资源市场
近期招聘会信息

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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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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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星期五）

举办2015年“为新市民服务，为新市民解忧”大型专场
招聘会。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应聘。

招聘时间：#月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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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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