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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待遇】
20项花式福利：五险一金、带薪年假、餐补、女性关怀假、年节福利、
租房补贴、完善培训体系、内部竞聘及晋升平台等
【应聘方式】
网络投简历：通过智联招聘 /前程无忧 /湖南人才网 /58同城 /赶
集网，搜索 "孩子王或湖南童联 "投递简历。
直接投递个人简历至 yuansha.liu@haiziwang.com
【地址及联系方式】
1、长沙奥克斯店：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57号奥克斯广场一楼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小姐 0731-89601965/18684842270
2、长沙西子一间店：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318号西子商业中心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小姐 0731-80321303/18684822606

3、长沙开福万达店：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万达广场万达百货四楼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赵小姐 0731-82560172/18773138045

4、长沙梅溪湖步步高店：
地址：长沙市高新区枫林三路梅溪湖步步高新天地 L2层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邢小姐 0731-84849101/15200872686

5、长沙中海环宇城店：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二路 111号中海环宇城二楼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曾小姐 0731-85167802/15112127426

6、常德万达店：
地址：常德市武陵区皂果路 1099号万达广场二楼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鲁小姐 0736-2123041/18670616868

7、株洲神农城店：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珠江路 599号神农城购物中心南座一层孩子
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曹小姐：0731-22160026/15773378580

8、湘潭万达店：
地址：湘潭市湘潭大道万达广场三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冯小姐：0731-52825552/18163968083

9、娄底五江碧桂园店：
地址：娄底市娄星区扶青南路与早元街交汇处(市政府西侧)五江
碧桂园城市 广场一楼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段小姐：15173335666

10、益阳万达店：
地址：益阳市益阳大道与罗溪路交口万达广场二楼孩子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贺小姐：18073730161

11、衡阳万达店：
地址：衡阳市蒸湘区幸福路 15号万达广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小姐：18674819631
12、湖南分公司：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318号西子商业中心孩子王二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小姐：0731-82560971/18674819631

孩子王招聘简章孩子王是五星控股

集团继 " 五星电器 " 后

打造的第二个零售连锁

品 牌 。 公 司 成 立 于

2009年，一直专注经营

顾客关系，用心呵护中

国千千万万儿童的健康

成长。孩子王儿童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孕婴童商品一站式购物

及提供全方位增值服务

致 力 于 为 准 妈 妈 及

0-14岁孩子提供 "衣食

住行玩教学 " 等一站式

服务。孩子王在全国率

先打造了全渠道商业模

式，线上线下融合、互联

互通，为顾客提供一站

式育儿顾问服务平台，

一站式购物平台、原创

和专业内容平台。

截至目前，孩子王

已经在全国 20 个省

100多个城市开设了近

200 家大型儿童主题

Mall，平均单店面积近

5000平米，为全国近千

万的会员家庭提供服

务，员工人数过万，企业

市值逾百亿。是国内首

家最有影响力的孕婴童

外资上市企业。

公司股票代码：839843

1、店总 /店副总经理 薪资面议

任职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孕婴

童行业门店运营经验或零售连锁店店长等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2、财务主管 薪资：3000~6000元/月（分部）

任职要求：大专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熟

悉卖场账务操作，三年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

验，中级会计师以上资格优先

3、平面设计 薪资：3000~5000元/月（分部）

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广告设计、营销

等相关专业，两年以上设计类工作经验，熟

练操作常用办公软件及图文处理软件

4、品类主管 薪资：3000~5000元 /月

任职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熟悉零售门店

业务各项操作流程及终端运营知识，管理能

力及沟通能力强。

5、综管主管 薪资：3000~5000元 /月

任职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具备零售连锁

行业工作经验，丰富的营运稽核、人事行政、

商户管理能力

6 、客收主管 薪资：3000~5000元 /月

任职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熟悉商务礼

仪，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与账务处理能力。

7、行政人力主管 /专员

薪资：3000~5000元 /月

任职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具备人事行政

工作经验三年以上，沟通能力强。

8、营业员 /店员 /导购

薪资：2000~3000元 /月

任职要求：亲和力强，已婚已育者优先。

9、收银员 /客收员薪资：2000~3000元/月

任职要求：亲和力强，已婚已育者优先。

10、育儿顾问 薪资：3000~5000元/月

任职要求：熟悉孕婴产品及丰富的育婴知

识，有育儿经验优先。

11、游乐员 薪资：2000~3000元 /月

任职要求：亲和力强，富有爱心。

12、资产保护主管 /专员

薪资：2500~6000元 /月

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风险防范

意识，原则性强，退伍军人优先。

13、活动策划 薪资：2500~3500元 /月

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基本的营

销理论知识、熟悉市场活动执行流程

【招聘岗位】

湖南万绿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万绿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4年，注册资金 7亿元，是

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建筑工程、物业管理、园林景观、

文化传媒、贸易、PPP项目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同时涉足金

融投资等领域的民营企业集团。公司自创立以来，凭借独特

的经营理念和超前意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成功合作开发

了多个优质地产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集团旗下公司：湖南万绿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湖南万国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万居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万叶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光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志勇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光汇经纪有限公司

集团秉承 "诚信、务实、创新、共赢 "企业精神

以美化环境、品质卓越、绿色环保、运营高效己任，全力发展

成为多元化的知名企业集团

万绿精神 "诚信、务实、创新、共赢 "

万绿的价值观："超越同行、超越自我、创造完美、回馈社会 "

发展战略：

（一）2017年～2021年，实现既定经营目标和增长计划，旗下

公司综合实力稳居湖南本土民营企业同行业前十名

（二）2022年～2026年，地产规模跃居湖南本土前三名，引进

战略合作者，成为公众公司

（三）2026年～2030年，集团各项业务在经营业绩、市场形象

跃居行业前列，集团综合实力跻身国内民营企业 500强

产品信息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土地综合开发 PPP项目投资 贸易 城市

公共设施投资与管理文化传媒工程施工建设监理消防公

司咨询审计

行政实习生 2人

行政专员 1人

前台文员 1人

行政主管 1人

行政经理 1人

封面杂志女郎 1人

模特 20人

品牌店实习生 2人

接待专员 2人

人力资源主管 1人

歌手 10人

影视表演人员 5人

人力资源经理 1人

贸易公司总经理 1人

人力资源实习生 2人

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 1人

长沙光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理 1人

湖南万叶传媒公司总经理 1人

建筑、监理公司经营部部长 1人

建筑、监理公司副总经理 1人

建筑、监理公司总经理 1人

瓷砖、大米、茶叶、大型市场营销总监 3人

万绿集团执行总裁 1人

集团及各地州市 3P项目总经理、副总 1人

设计院院长 1人

集团及各地州市建筑总经理、副总经理不限

总裁秘书 2人

投资副总裁 1人

泡茶专员 1人

置业顾问 3人

营销总监 1人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874812125

E-mail：zhong·guoyinghang@163·com

通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保利麓谷林语

招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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