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中路 168 号中国湖南人才市场 邮政编码：410004 电话：(0731)85063097（采编中心） 85063715（运营中心） 85063080（客户服务中心）
主 管 、主 办 ：湖 南 省 人 才 流 动 服 务 中 心 中 国 湖 南 人 才 市 场 网 址 ：www . hnmsw . com 零 售 价 ：2 . 00 元 广告发布许可证 湘广发登第 00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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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部分参会企业需求信息

责编 廖歌 美编 小晨 82018 年 7月 27日
信息报人才就业社保
关 注民 生·服 务 人 才

广 告
电话：0731-8506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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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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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涂装工艺技术、冲压工艺工程师、整车电
器工程师、高压电气工程师、污水处理工、
维修值班电工
联系方式：13974834731 胡珊

福田普罗科环境装备公司
汽车装配工、焊工、油漆工、纯电动产品装
调电工、钢管自制工
联系方式：0731-84075211 周先生

长沙盛地韵动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岗、招商岗、策划推广岗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星沙
普工、安检员、电工、焊工、环保技术员、行
政助理、数控车工、CNC技术员、业务 /商
务助理、生产 /物料计划员、品质工程师
联系方式：0731-86939999-6 人力资源部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榔梨
操作工 /质检员、安检员、电工、焊工、CNC
调机 /编程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仓管、
CNC技术员、叉车司机、塑胶磨具助工、招
聘专员 /网络招聘
联系方式：0731-83285807/13667365068
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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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员、总裁助理、行政主管、
财务管理、质量保证工程师、国内 /国外销
售、回款专员、现场调试员、生产计划员
/PC、跟单员、薪酬 /培训、研发助理、装配
电工、铣工 /车工 /钳工 /焊工 /下料工
联系方式：0731-88702155 /15802676831
尹女士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装配工、冲压车间、焊工、冲压工、钣金维
修工、行车工、物料员、叉车工、油漆工、打
磨工、施胶工
联系方式：13637314713 张先生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作业员、普工、招聘专员 /人事助理、
网络技术员、质量检验员、化学研发技术
员、仓库兼叉车员、清洁、帮厨阿姨
联系方式：0731-82955888-514 任先生

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焊工 /冷作工(40人)、钳工（15人）、维修钳
工、质检员

联系方式：0731-85667409/1867049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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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质检员、叉车司机、环境安全工程师、ERP
兼资讯
联系方式：0731-86396768/18075196736
李女士

京广线缆集团
普工、统计员、质检员、经理助理、文员
联系方式：0731-84931378 人力资源部

明和集团
市场研究员、营销经理、大客户经理、董事
长助理 /营销总监、员工关系主管、成本会
计、工程会计、财务总监、项目经理（显示
屏、声光电综合）、景观照明设计师、创意策
划经理、卸架工、喷粉、打磨工、质检、SMT
操作工
联系方式 : 0731-84870518/84870556
唐女士

长沙瑞曼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线束工程师、销售、质检员、普工、电气工程师
联系方式：0731-86801233/13787217599
莫小姐

上海西泰克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仓管员
联系方式：86845880-61102 李女士

长沙熙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数机加检验员、数控车工（加工中心操作
员）、机修员、采购工程师、销售经理 /工程
师 /商务经理
联系方式:18942046207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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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工、销
售员、镗工、生产文员
联系方式：82957122/82957123 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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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质部经理、总账会计、喷涂、质检员、仓
管员、业务员、普工、钳工
联系方式：84069318-8895/13755137270
姜小姐

湖南长丰难波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课长、开发工程师、品质工程师、普
工、检验员、缝制工、设备维修员、仓管员
联系方式：0731-82827658 刘小姐

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武汉）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
分拣工、装卸工、电叉司机、快递员
联系方式：13042092687 万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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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鹤祥包装有限公司
会计、机电维修员、生产操作员、动能维护
员、高压值班员
联系方式：0731-88289378-2333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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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工 /生产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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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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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专员、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电气工程
师、液压工程师、焊接工程师、智能制造工
程师、车工、电工、装配钳工、普工
联系方式：0731-85252876/17711731756
刘小姐

长沙锐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员、销售代表、生产作业员
联系方式：0731-86390752/18670043959
陆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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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雅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10人）、机械工程师、工艺工程
师、数控车工、普车车工、数控铣工、装配钳
工、质检员、抛光工、电话营销、外协员、原
材料仓管员、车间杂工
联系方式：0731－84081368 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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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工艺员、现场QA、操作工

广州林骏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品质担当、出纳担当、仓管员、质检员
联系方式：0731-88702698-802 罗小姐

长沙博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业务专员、普工、焊工、质检员、材料计
划员、仓库主管、安全员、叉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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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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