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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起点

责编 姚敏
电 话：0731-85063069

美编 晨曦

E_mail：1311828356@qq.com

武汉赢在起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赢在起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赢在
维人员派遣、劳务外包及通信工程施工等服务，仅
持，公司 2009 年 3 月曾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
起点）是武汉起点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
湖南省，年度维护服务金额已经超过 1 亿元。
宝的专门视察，多年来公司斩获省级、市级各类殊
挂牌公众公司，证券简称：起点人力，股票代码：
母公司起点人力成立于 2003 年 3 月，是湖北
荣不胜枚举，如湖北省“十佳人力资源机构”、
“最佳
833417）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省第一家新三板上市的人力资源公司 （股票代码： 劳务派遣机构”、最高星级（4 星）人力资源服务机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总部位于武汉。
833417），目前公司已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重
构、湖北省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单位。公司现有
赢在起点公司具有通信工程施工（维护）总承
庆、四川、广东等设有 40 余家分公司，公司主营业
外包客户 531 家，其中世界 500 强及国内 500 强企
包三级资质、同时还具有人力资源服务资质、劳务
务是人力资源外包，主要涉及通信服务、生产制造、 业 36 家，管理外包人员超过 3 万人。公司始终以
派遣资质等。赢在起点主营业务是通信工程施工、 仓储物流、商贸服务、金融保险、公共服务等行业。 “尊重人的价值”为使命，做最值得信赖的中基层人
通信线路维护、通信设备及终端设备销售服务、基
起点人力是湖北省人力资源服务知名品牌，同时在
力资源外包服务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人为
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劳务外包（分包）业务
国内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公司成立十四年来一直
本”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公司、员工的
等。赢在起点与起点人力共同拥有 500 多人的专业
共赢。我们感恩和回馈社会，愿意与各路有识之士
坚持诚信服务的理念，把客户真正视为上帝，坚持
服务团队，目前已为全国多个省分公司铁通提供代 “尊重人的价值”，获得了党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共创新起点！

为了加快公司新一轮转型创新发展，特面向社
会招聘社保专员职位，
简章如下：
（长沙
地区）

一.岗位描述：
1.熟练掌握各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申报、
缴费、
待遇认定、
申领及终止等相关业务知识。特别是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
生育保险及商业保险中的《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等政策条例、理赔条款等相关内容；
2.依据每月客服发送的增减员名单，及时完成
每月社保及公积金的增减员，并对增减员结
果进行反馈，严格控制避免出现漏增漏减的
现象发生；
3. 每月及时依据各地市社保政策时间节点进
行各地社保分账的请款工作，分账表的各项
数据（身份证号码、格式、收费标准）进行核
查，
避免出现多请，漏请的情况出现；
4.每月及时跟公司财务请款手续，督促公司财
务及时将各项社保费用支付完毕，并保留汇
总支付凭证；
5. 负责对社保知识的咨询解答和购买情况的
核查工作；
6.每月及时去社保局领取社保卡，并将社保卡
信息统计汇总后分发个客服；
7.每月及时办理员工社保待遇享受事宜，对员
工社保待遇办理进行梳理、登记和反馈。

为了加快公司新一轮转型创新发展，特面向社会招
聘项目经理职位，简章如下：

一.岗位描述：
1、领导全体项目员工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任务目
标，对项目的收支情况和整体服务质量安全生产负
责；
2、负责项目日常事务处理包括现场管控及人员调
度，制定预防措施；
3、负责本项目员工资料的建立和存档；
4、
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定期考核存档；
5、做好与合作客户的日常对接及客勤关系维护

二.任职资格：

为了加快公司新一轮转型创新发展，特面向社
会招聘通信安全培训专员（郴州地区）

一．岗位描述：
1. 负责湖南郴州各个营业站点网络装维员作业的
安全培训讲解；
2.加强对员工的安全作业、
消防和环保知识的培训；
3.加强各部门安全作业、消防的监督、检查与指导；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任职资格：
1.40 岁以内（男女不限）；
2.大专以上学历；
3.熟知各种安全注意事项（前期会有师傅一对一的

1、大专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年龄 25-40 周岁；
2、有意于人力资源行业深度发展；
3、有良好通能力和执行能力、有团队精神和领导能
力；
4、有团队管理经验，有项目操作经验

三、薪酬待遇
1.综合薪资：面谈
2.国家规定的社保、
节假日福利外其它福利优待
四.招聘时间：
1.自本招聘简章发布之日起，招满为止
五.联系方式：
1.招聘咨询电话：027-88315597
2.简历简介投递邮箱：fanmengmei@qidianjob.com

培训）；
4.不怯场，
口才表达能力强，文字功底好；
5.熟练使用办公软件（word PPT excel）

三、
薪酬待遇
1.试用期薪资 2500；转正 2800+ 元 / 月；
2.国家规定的社保、节假日福利外其它福利优待
四.招聘时间：
1.自本招聘简章发布之日起，
招满为止
上班地址：
郴州市解放路 11-6 号
五.联系方式：
1.招聘咨询电话：18171491201 张经理
2.简历简介投递邮箱：zhanghaiwan@qidianjob.com

二.任职资格：
1.18-40 岁，专科及以上学历，1 年以上同行业
工作经验；
2.熟悉国家劳动人事法律法规，以及与薪酬、
社保相关的法律政策；
3.数字敏感度好，
善于进行数据分析；
4.熟悉社保、
公积金等相关业务办理流程；
5.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沟通理解能力，仔细
认真，
踏实稳重，易于相处沟通；
6.亲和力好，
保密性强，
服务意识强；
7.熟练操作 office 相关办公软件

三、
薪酬待遇

外包装维员岗位招聘
（针对湖南郴州、株洲、衡阳、益阳、岳阳、常德、长
沙）
1.招聘岗位：
装维工程师：
2.招聘要求：男，中专及以上学历；年龄 18-35 周
岁，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熟悉宽带装维相关知识，
吃苦耐劳，服从上级安排
3.工资福利待遇：
（可包住）
转正后综合工资 4000-12000 元 / 月，
六险一金
试用期 1-3 个月（培训期），
综合工资 1500-2000 元

4.工作内容：主要从事宽带的安装维护、部分通信
线路作业，半个月内完全上手（老师傅一对一），自
己能独立安装和操作
5.工作地址：根据个人住址就近分配
6.工作时间：
早八晚六(午休 2 小时)；
月休 4 天
7.联系方式：
电话：
张经理 18171491201
（欢迎同行有资源的老板与我联系，高额返费）
邮箱：zhanghaiwan@qidianjob.com

1.综合薪资 2500-3500；
2.国家规定的社保、
节假日福利外其它福利优待

四.招聘时间：
1.自本招聘简章发布之日起，
招满为止
2.上班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大厦

五.联系方式：
1.招聘咨询电话：027-88315597
2.简历简介投递邮箱：
fanmengmei@qidianjob.com

株洲地区外呼专员
1、招聘岗位：外呼专员（需求 11 人）
2、岗位要求：
18-35 周岁、初中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
口齿清晰、
普通话标准、会基本电脑操作
3、岗位职责：负责移动业务的外呼工作，目前主要
是外呼移动宽带及流量包业务
4、工作时间：
8：
30-17:30 午休 2 小时 每月休息 4 天

5、工作地点: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邮政大楼
6、薪酬：底薪（1000）+ 业务提成 + 五险一金，不同
的宽带、流量包套餐对应不同的提成，一般日收入
提成为 125 元左右，月综合工资 3500 以上
7、联系电话：
文小姐：15243648836
简历投递：
wenhuan@qidianjo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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