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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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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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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8日部分参会企业需求信息：

责编 廖歌 美编 小晨 82018年 7月 6日
信息报人才就业社保
关注民生·服务人才

广 告
电话：0731-85063715

湖南镭目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电子工程师、质量工
程师、质检员
联系方式：0731-88702155/15802676831 尹女士

长沙胜通汽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普工
联系方式：0731-82798997/18274816822 粟小姐

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
焊工、铣边工、坡口工、等离子切割工、搬运工
联系方式：0731-86809370/18774081517 向经理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榔梨园区
安检员、CNC技术员、编程工程师、叉车司机、塑胶磨具助工、
招聘专员、网络招聘
联系方式:0731-83285807 人力资源部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安全部长、研发技术、机械 /电气技术员 /工程师生产作
业员（50人）、化学研发技术员、模具、铣工、设备维修员
联系方式：0731-82955888 谌先生

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焊工 /冷作工(30人)、钳工（30人）、维修钳工、质检员
联系方式：0731-85667409/18670497649人力资源部

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数控车工、检验员
联系方式：153 0093 9707 沈先生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计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液压设计工程师、CAE 工
程师、工法研究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审计经理、装配钳工、铆
焊工
联系方式：0731-83572680 文女士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及发动机生产流水线操作工储备（600人）、发动机工厂
技工储备(200人)、品质返修及检验员（80人）、安保队员（20
人）
联系方式：0731-88198819 李先生

湖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工程师、工艺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采购工
程师、普工
联系方式：0731-85684698/18007317135 罗小姐
长沙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项目工程师、质量工程师、助理工程师、质检员、仓管员、生产
普工
联系方式：0731-86396768/18075196736 李女士

湖南中铁五新重工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仓库管理员、焊工、铆工
联系方式：0731-82720937 王女士

京广线缆集团
行政人事副经理、经理助理、绩效专员、仓库文员
联系方式：0731-84931378 人力资源部

明和集团
营销总监、商务经理、研发经理、电子研发工程师、LED 显示
屏设计工程师、绘画 /插画设计师、工艺工程师
联系方式: 0731-84870518/0731-84870556 唐女士

艾托奥汽车部品组装（长沙）有限公司
组装工人、质检员
联系方式:0731-84078610/18627545216 高小姐

长沙熙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数控车工、焊工、三坐标检测员、销售工程师、加工中心操作
员、普工
联系方式:18942046207 张先生

湖南梨江国际智能物流园
人事行政专员、监控员、岗亭收费员、搬运工、货车司机若干
联系方式:0731-88211112 刘小姐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普工、品检员、CAM/MI工程师、工艺工程师、项目工程师、维
修技术员（电工）、体系工程师
联系电话：0731-82870888转 2631左小姐

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技术工程师、电气操作员、水泵设计工程师、技术支持工
程师、普车工、数控车工、钻工、检验员、销售员
联系方式：82957122/82957123 戴小姐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星沙园区
质检员、操作员、人事专员、仓管员、电工、焊工、制冷工
联系方式: 15084863007 彭女士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工艺工程师、系统集成设计工程师、销售工程
师、售后服务工程师、电气调试、数控折弯、安装电工、网络工
程师、机加检验、磨工
联系方式：85252383 陈小姐

长沙华逸府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会计助理、董事长司机、粉面师傅、楼面主管 / 领
班、小锅 /大锅厨师、小锅 /大锅切配、面点师傅
联系方式：0731-89705682 陈女士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奥科技有限公司
仓管保管员、化验员、计算机应用、环保管理、销售业务员
联系方式：13907485725 王女士

湖南湘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质部经理、总账会计、往来会计、喷涂、质检员、仓管员、业
务员
联系方式：84069318-8895/13755137270 肖小姐

湖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工程师、工艺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采购工
程师
联系方式：0731-85684698/18007317135 罗小姐

湖南长丰难波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课长、开发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品质工程师、普工、检验
员、缝制工
联系方式：0731-82827658 刘小姐

湖南北斗星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兼文员、仪器安装技术人员、产品结构工程师、电子
电路工程师、销售代表、联系方式：（0731）-82958919

长沙长源变压器有限公司
采购助理、技工
联系方式：84024829 王小姐

长沙瑞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数据统计员、设备员
联系方式: 17773121573 毛女士

湖南广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助理、前台文员、电话销售
联系方式：13618482143 人力资源

湖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经理、财务部长、品质工程师、售后维护主管、硬件
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总经办秘书、结构工程师、普工
联系方式：0731-85684698/18007317135 罗小姐

湖南精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研发人员、国际营销、国内营销、行政助理
联系方式：13677374854 付先生

湖南力量之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执行、展会招商经理
联系方式：0731-86969912/13875919939 杨女士

长沙金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助理、项目管理专员、数控操作员、铣 工、数控编程、钳
工
联系方式：18373180521 王小姐?

湖南南方长河泵业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电气工程师、车工、电工、装配钳工、普
工
联系方式：0731-85252876/17711731756 刘小姐

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主管、财务会计、业务助理、仓库主管、货车司机、维
修电工

湖南博雅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钳工（20人）、销售经理（10人）、机械工程师（10人）、工
艺工程师（10人）、电气工程师、数控车工、普车车工、数控铣
工
联系方式：0731－84081368 /18670083228邢女士

长沙恒辉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用厨具销售总裁、行政主管、项目申报员、CAD 设计师、销
售经理、焊工、电工
联系方式：0731-82879187李小姐

湖南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焊工、宣传推广专员、技术员、安装工、机械设计师、销售代表
联系方式：15388037111胡小姐

湖南蓝天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工艺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机器人调试工程
师、电气设计工程师、装配钳工、电工
联系方式：0731-82867788/18684785920 阳小姐

长沙威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焊工、铆工、质检员、探伤检验员、机床维修工、工装设计工程
师、工时定额工程师、普工
联系方式：0731-84020609

湖南省天奕园区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3D效果图设计师、UI设计师、电话销售、平面设计师
联系方式：0731-82985807 周女士

长沙博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业务专员、英语翻译、焊工、项目文员、叉车司机、材料计
划员
联系方式：0731-86808420/13554989670 黄女士

长沙友宝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仓管、品管、普工、技工、设计工程师
联系方式：15874198025 阳洁

长沙崇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经理、外贸业务员、采购员、人事专员、QE 工程师、工程
主管、工程师
联系方式：18974900366 苏小姐

湖南精诚物业
项目经理、水电维修工程员、安保员、客服主管、储备干部
联系方式：18373910366 龙小姐

长沙星沙包装有限公司
普工、保安
联系方式：18229811227 人力资源部

湖南梨江国际智能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保安、监控员、搬运工、货车司机若干、行政人事专员
联系方式：0731-88211112 刘小姐

湖南金龙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机械工程师、PLC编程工程师、铸造工艺工程师、
设备操作员、安装调试员
联系方式：13317499090 罗女士

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招标文员、设计师、折弯技工、组装工、搬运工、电焊工技工、
打磨工、氩弧焊技师
联系方式：18670783280 徐女士

长沙信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激光拼焊工程师、生产主管、操作工、叉车工
联系方式：18075193095 林小姐

湖南吉兴声学部件有限公司
项目工程师、储备干部、普工、发货员、保全员、品保员、厨娘
联系方式：88702828-6202 郭小姐

湖南南方安美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柴油机测试员、电气员、销售内勤、
普工 /辅助工
联系方式：0731-84091732/13975854532金女士

长沙蓝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财务、业务内勤、市场销售、普工、质检
联系方式：13387318223 杨小姐

湖南星宇龙机械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工程师、焊工、冲压工、检验员、备货员
联系方式：13755119665 侯女士

长沙嘉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员、售后服务、文员
联系方式：13787001025 人力资源部

湖南新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下料工、冲床工、折弯工、电焊工、喷枪工、普工、业务经理、标
书制作员
联系方式：0731-84653666

湖南和锐镭射科技有限公司
企管专员、生产普工、白案师傅
联系方式：86785288-807/18074410385 郑小姐

湖南凯聚达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电话销售
联系方式：18218658856 邹小姐

长沙万马牧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车工、杂工
联系方式：18680197940 蒋小姐

长沙世世有鱼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主管、统计员、品控员、叉车工、电工、普工
联系方式：0731—86889823/18273128527 周女士

湖南腾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工程师、走芯机调试员、工装设计、网络维护工程师
联系方式：0731-84873701 人力资源部

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门店店员、电商专员、人事专员、仓库文员
联系方式：0731-83975884/18692203125 潘女士

湖南省湘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仓储工程、粮食工程设计人员、售后服务人员、产品研发设计
工程师、冷作工、车工、装配工
联系方式：84023106 人力资源部

湖南宝通机电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操作员、焊工、钳工、数控车工、叉车工、售后工程师

联系方式：0731-86867753/15084978086人力资源部

湖南金河包装有限公司
吹塑普工、注塑普工、机械维修
联系方式：4060069范部长

上汽大众配套物流长沙昆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叉车司机、牵引车司机、仓管
联系方式：0731-88757002 人力资源部

湖南亿龙实业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质检员、操作工
联系方式：0731-86808900 /18569599238 杨小姐

湖南荣诚食品有限公司
人事主管、食品检验员主管、行政助理、税务会计、兼职促销
员、设备维修员、美工 /平面设计
联系方式：0731-86846033/13319588202熊女士

长沙一汽汽车有限公司
实习服务顾问、汽车机修工、机修学徒
联系方式：0731-84018962 人力资源部

浙江铁牛汽车车身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冲压线检、设计主管、结构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设计工
程师、人事经理
联系方式：13469054889/0731-88283481人力资源部

长沙哈量凯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质检部部长、装配工艺员
联系方式：0731-84079351 李小姐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厂
操作工、叉车工、维修工
联系方式：0731-86807200-8002/15874182295 黄女士

湖南方麒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仓管员、生产工人、门窗 /幕墙销售经理、家装技术
员
联系方式：15116224510 朱女士

长沙澳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推广人员、焊工、电工
联系方式：13787233743 蔡先生

湖南腾腾空物流有限公司
客服、业务助理、货车司机、跟车员
联系方式：0731-82433225/15802648403 郑先生

湖南万通汽修学校
咨询师、文案策划、助理教师、竞价推广、保安
联系方式：88392826 /15802667881 彭老师

长沙县对外劳务合作服务中心
新加坡海员 /海乘、日本厨师、日本 IT工程师、日本护士护理
联系方式：0731-84931862/18874878877 刘老师

湖南好相惠连锁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信息部经理、超市店长、全盘会计
联系方式：15116418198何小姐

维也纳国际酒店
集团客户经理、水电维修工、客房服务员、前厅主管、PA技工
联系方式：13875903640 付小姐

长沙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焊工
联系方式：0731-84653058 张女士

长沙德顺汽车销售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续保专员、仓库管理员、车务专员、客服专员
联系方式：13487317202 唐艳芝

长沙市跨越物流有限公司
货运司机、客服、带车司机
联系方式：18122017268?卿女士

東湖南省湘和 林现代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市场企划、供应链客服
联系方式：13755034942 文先生

湖南隆浩集团
平面设计师、结构设计师、项目主管、会计、仓管
联系方式：0731-82768700/19973131209 魏小姐

长沙市顺邦仓储物流责任有限公司
仓库主管、仓管员、B照司机
联系方式：13627425139 易胜君

长沙 V车网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票务专员、信息核对员、出纳、编辑、人事专员
联系方式：13798551291 王经理

湖南粤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实习生、人事招聘专员实习生、后勤人事部专员实习生
联系方式：17606196218 黄先生

公务员 /选调生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招 考 招 聘 信 息

第 一 时 间 权 威 发 布

为进一步满足我区广大企业用人需求袁促进就业袁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将于
6月份组织系列公益性招聘活动袁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院

一、大会时间、地点：

“才聚星沙”系列之人才现场招聘会

时间院7月 8日（周五）8:30—14:00
地点：长沙经开区人才市场

（长沙星沙东升路与凉塘路交会处）

二、注意事项：

1尧请参会单位提前 8天将现场招聘会简章发送至经开区邮箱遥
2尧请参会单位在递交资料时注明参加活动场次袁并告知参会人员尧联系方式遥
3尧请参会单位自行前往袁务必准时参会渊备注统一派车的除外冤遥

三、收费标准：所有企业均免费。

四、联系方式：

电 话院0731-84020836渊兼传真冤 E-mail:csjkq@163.com

网 址院www.jkqrc.com(长沙经开区人才网)

job.hnm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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