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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在应聘面试时，请拒绝交纳一切费用，谨防上当受骗。

责编 谢思宇 美编 小晨 12

企业云集，广揽英才，数千个岗位虚席以待，薪资、福利待遇等明码实价渴盼人才！

活动时间：9月 18日（星期一）8:30-14:00

活动地点：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活动地点：（长沙县·星沙·凉塘路与东升路交汇处）
服务网址：长沙经开区人才网（www.jkqrc.com）

“才聚星沙 成就梦想”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益性人才招聘会

服务公众号：
长沙经开区人力资源服务

乘坐星沙 101路公交车至长沙县政务中心站，沿凉塘路向西步行 1分钟至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

乘坐星沙 127路、501路、703路公交车至聚鑫市场站，沿凉塘路向西步行 5分钟至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乘车路线

长沙经开区人才市场过渡搬迁至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每月 8日、18日、28日定期举办的公益性人才招聘会在新址照常进行。

9月 18日部分参会企业需求信息：

山河智能装备集团
电气设计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液压设计工
程师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设备维修工、工艺工程师、质检员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 榔梨园区
CNC 助理工程师 /技术员、文员、助理

住友橡胶（湖南）有限公司
原动保全（锅炉、空压机，压力容器）、FA 软硬件
工程师、安全担当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外贸销售员、机械工程师、高级电气工程师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人事专员、品质工程师

长沙昆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叉车司机、仓管员、牵引车司机

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专员、财务会计、行政主管
强先生 0731-84930695

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导购员、安卓开发

明和集团
销售精英、标书制作专员、文案策划专员

湖南湘江关西涂料有限公司
涂料操作工、包装工 /搬运工、仓库保管员

湖南中车铁路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润滑油销售业务员、车油销售业务员、门店
营业员

长沙一汽汽车有限公司
区域营销员、市场营销员、实习生

湖南大湘机电有限公司
叉车工、技工、营业员

长沙嘉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文员、应用工程师、售后服务

长沙星沙包装有限公司
普工、保安、专职司机

长沙金龙铸造实业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营销员

长沙喜瑞来食品有限公司
普工、人事主管、营销管理人员

湖南康行生物有限公司
茶叶销售代表、汽车销售顾问、网络推广专员

广州林骏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设备保全员、普工、质检员

湖南浩润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秘书、营销经理、技术工程师

湖南腾腾空物流有限公司
前台客服、业务经理、业务精英

湖南星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

长沙康乐包装有限公司
理货员、业务员、覆面机机长

湖南荣诚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主管、销售代表、出纳

湖南鑫垒科技有限公司（云箭集团装备事业部）
销售总监、人事行政经理、标书制作专员（商务文员）

湖南荣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运营人员、售后技术支持人员、业务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工程技术员、项目会计、前台文员

长沙中汇电气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跟单或商务助理、业务经理

湖南吉庆和食品有限公司
见习业务代表、业务代表、储备干部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普工、化验员、PQC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品检员、CAM/MI工程师、CQE 客服工程师（英
语客服工程师）

长沙天盾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工程师

吉美国际会展酒店
客房服务员、宴会厅服务员、客服文员

长沙汽电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数控技工

长沙楚音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采购、平面设计、销售代表

长沙金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外协专员、全盘会计、电气工程师

长沙湘普防爆车辆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区域经理 / 销售代表、工艺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安吉汽车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现场调度、客服专员

湖南格特隆光电有限公司
出纳、销售人员、仓管

艾托奥汽车部品组装（长沙）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员、组装工人

湖南泰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文员、文案策划主管 /专员、招商运营专员

长沙威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文员、镗床操作工、CAD 绘图编程员

湖南梨江国际智能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监控员、文员、B 证司机

长沙优漫科技有限公司
理货员

长沙双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业务代表、业务助理

长沙华志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主管会计、销售助理、区域经理

湖南五新隧道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文案策划、行政文员

长沙窗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天猫运营主管、淘宝客服

湖南同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人事专员、综合专员

湖南南方长河泵业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BOM 表专员、镗工

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工、成品冷库保管员、食堂后厨 / 厨房
阿姨

长沙新东方烹饪学院
在线客服 / 网络咨询 / 招生老师、外联专员、行
政专员

长沙市跨越物流有限公司
货运司机、市场专员（助理）、客服文员

湖南易通汽车配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员、机修、技术营销员

湖南天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保安队长、保安员

湖南新思维物流有限公司
招商主管 /专员、保安、运营经理 / 储备干部

长沙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焊工、质量工程师、项目工程师

湖南湘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董事长助理、电气工程师

中鑫诺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光伏电站渠道销售（可兼职）、行政并网专员

长沙六畜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区技术服务经理兼讲师、省区销售经理、区域
销售经理

湖南南方安美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外贸销售专员、质量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

长沙恒广物流有限公司
会计、录单文员、物流专员

湖南金河包装有限公司
质检员、车间转运工、保洁员

长沙丹芬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烙铁焊接员、会计、质量工程师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祥原动力供应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运行操作员 (冷泵、压缩空气、锅炉 )

湖南瑞思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市场专员、续保专员

友乾集团
客服总监 /销售总监、保洁、月嫂育婴培训讲师

长沙紫气东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经理、营销代表、前台接待 /收银、客房服务员

长沙精达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车工、焊工、销售代表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叉车司机、仓管员、质量客服专员

长沙熙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检验员、SQE质量供应商管理工程师

长沙湘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售后服务工程师、电气调试工程师

湖南鸿辉科技有限公司
摇臂钻操作工、装配电工、液压工程师

长沙嘉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CNC 操作员、品检

童年记食品有限公司
客服、会计、订单文员

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助理、氩弧焊工或学徒、工程部助理

湖南精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研发人员、国际贸易

长沙哈量凯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装配钳工、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长沙市华味贸易有限公司
收银员、财务主管 /财务助理、人事主管 /人事专员

紫鑫集团
人事主管、销售代表、预订文员

长沙美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推广专员、游戏陪玩

湖南长丰难波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品质工程师、设备维修员

湖南宝通机电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生产）、售后工程师、人事主管

湖南长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文员、业务员、技术员

长沙皓欣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数控车操作员、机械制图员、外贸跟单文员

湖南新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标书制作员、文员

湖南吉兴声学部件有限公司
发货员、品保员（现场稽核）、项目工程师

星沙华天大酒店
营销代表储干、实习会计、总机文员

湖南金企京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跟单、客户专员、总裁秘书

长沙信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操作工、仓管员、叉车工

湖南天一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市场接待、营销经理

湖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部长、总经办秘书、硬件工程师

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培训助理、业务员

长沙达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机修学徒、行政专员、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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