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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郴电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郴州郴电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3年成立袁注册资本 1000万元袁占地面积 15000平

方米袁属上市公司 --郴电国际的子公司遥 公司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林纬四路
台湾工业园袁生产地址位于郴州市苏仙区梯子岭袁是专业从事电子电力控制系统尧电
表售电管理软件尧高低压成套电控设备尧远程自动化抄表系统尧电力变压器尧电力线路
非标金具尧飞利浦路灯等电子电力产品的生产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企业袁是一家技
术力量雄厚尧成长迅速的高新技术企业遥
公司自 2003年创办以来袁始终以 "客户至上袁质量第一 "的理念为用户提供满意的

产品及优质的服务遥
公司于 2005年先后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3C认证;

2006年获得了 "湖南省计量工作先进单位 "尧"湖南省科技创新金奖 "等荣誉称号;

2007年通过了 "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考核换证;

2008年获得湖南省 "郴州市科技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尧 及 "劳动保障信得过单位 "

等荣誉称号;

2009年获得 "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尧"湖南省质量信用 A等级企业 "尧"湖南名牌 "称

号尧"湖南双软件企业 "及 6项软件著作权袁同时被评为 "2009年度质量诚信先进单位 ";

2012年获得 6项实用型专利袁同时 "技术企业 "复审通过;

2013年获得 4项实用型专利尧"湖南省质量信用 AAA等级企业 "

2013年 2月与世界 500强企业飞利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并成立 "飞利浦 -郴电科

技中南联合生产基地 ".成为飞利浦产品经销商.

湖南省随意居装饰有限公司是湖南省最早成立的专业家装 /公装公司之

一袁是湖南省唯一一家具有设计尧施工一级资质的家装企业,是湖南家装的旗

舰品牌遥 成立 20年来袁将 "质量是生命袁设计是灵魂袁服务是根本 "的企业理

念注入到经营管理之中袁有省内唯一专业家装研发机构 --随意居国际设计中

心袁并有公装公司尧郴州公司等 30多家分公司遥

会计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1人

销售代表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6人

销售精英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6人

市场部经理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6人

楼盘开发专员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6人

电话销售 湖南省长沙市 6人

储备干部 湖南省长沙市 6人

家装顾问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40人

售后文员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1人

客服代表 湖南省长沙市 10人

设计师 湖南省长沙市 15人

销售（家装顾问）湖南省长沙市 50人

会计 湖南省长沙市 3人

文案师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1人

网络销售 /主管 湖南省长沙市 5人

家装预算员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设计师助理 湖南省长沙市 5人

语文编辑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2人

政治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物理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英语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历史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地理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生物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化学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数学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2人

语文学科老师 湖南省 2人

学科编辑湖南省长沙市 6人

出版发行专员湖南省长沙市 5人

销售文员 湖南省长沙市 1人

学科老师 湖南省长沙市 8人

课程顾问湖南省长沙市 10人

大客户经理湖南省长沙市 5人

副总编辑 湖南省长沙市 1人

历史编辑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2人

会计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1人

薪酬待遇：

4000-8000

1.根据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教学经验定基本工资;

2.根据编辑进度、完成量、错误率定绩效提成.

岗位薪酬：

基层管理年薪：5万 -10万以上

中层管理年薪：10万 -20万以上

编辑老师年薪：5万 -20万以上

营销岗位年薪：5万 -50万以上

福利：

1.社保五险

2.周末双休及带薪假期(法定节假日、年假、婚假等)

3.温馨宿舍

4.各种奖金(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部门奖、个人奖等)

5.过节福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等)

6.生日礼金

7.各类培训(入职培训、专业培训、技能培训、职业规划

等)

8.各种活动(聚餐、游玩、唱歌、拓展、读书、比赛、年会等)

湖南省随意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星 电话:15173159272 E-mail：631586926@qq.com

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 181号通泰梅岭苑 12栋 2-4楼

软件工程师
硬件工程师
焊工

司机
喷塑工

联系人：李小姐，联系电话：0735-2185408-801,13307357039

邮箱：13307357039@163.com 公司地址：郴州市苏仙区梯子岭

招聘
职位
招聘
职位

湖南湘教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单位简介
湖南湘教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湘教出版)

成立于 2006年，是一家致力于出版传媒、在线教

育、教育类产品研发销售的大型文化集团企业，总

部位于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谷国际工业园。集团

下设基础教育分公司、高等教育分公司、职业教育

分公司、在线教育分公司、纸业分公司、内容研发

分公司、湖南分公司、校园文化建设分公司、教学

仪器设备分公司，为湖南省文化产业重点企业，同

时还是多所国家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教研基地。

湘教出版是出版湘军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产品

和服务将围绕着教育出版与教育产业的发展战

略，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线

教育等各大教育教学领域，形成了集教育的教材

图书出版、在线教育服务、校园文化建设、教学仪

器设备提供、印刷及办公用纸经营等于一体的出

版融合教育全产业链的经营体系。公司通过深入

到校的课程服务，实现学校需求和产品研发两个

源头的对接，搭建起一座从用户需求到产品研发、

从用户反馈到产品升级、从课程服务到市场营销、

从信息采集到资源开发、从师资积累到专家资源

的互通互动的桥梁，打通了教育市场精准需求对

接精准研发的 "最后一公里 "，致力于实现出版融

合教育的全流程发展。

为读者创新知识，为员工成就事业，为客户创造价

值，湘教出版将一直在服务教育的路上努力开拓，

不懈前行!

—————————————— 招聘职位 ———————————————

——————————————— 联系信息 ———————————————
通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谷国际工业园 A6栋 6楼 601
E-mail：3062772466@qq.com
联系人：朱老师电话:0731-8873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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