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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聚星沙 成就梦想”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公益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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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8日部分参会企业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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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日（周六）8:30—14:00
地点：长沙经开区人才市场渊星沙凉塘路与东升路交汇处冤

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员、销售经理、外贸销售员、人事专员、水泵设计工
程师、技术支持、焊接工艺员、质量工程师、检验员、电
气调试员、车工 / 钻工、装配工、下料工
联系方式：0731-82957122、82957123 唐小姐

湖南和锐镭射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机械工程师、设备工程部长、技术工程师
联系方式：15386443275 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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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售后
电话：0731-85667409/18670497649 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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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作业员、品保检验员、仓管叉车员、研发技术员、模
具（焊工等）、保洁阿姨、现场干部
联系方式：0731-82955888-514 于女士

湖南新立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涂装工艺技术工程师、生产副总助理、设备操作员、质
检员、打磨、喷漆、交检技工、普工
联系方式：15874084660，17708434590 人力资源部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榔梨园区
操作工 / 质检员、安检员 / 保安员、电工、焊工、行政前
台、仓管员、CNC 技术员 / 助工、叉车司机、招聘专员 /
网络招聘
电话：0731-83285807/13667365068 人力资源部

湖南镭目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电气自动化工
程师、图像处理工程师、调试工程师、装配电工
联系方式：0731-88702155/15073189200 尹女士

住友橡胶（湖南）有限公司
机械管理、质量工程师、电气保全、机械保全、现场普工
联系方式：0731-86407005 童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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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法务、天猫客服、天猫运营、品控员
联系方式：0731-82086030 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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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富景保鲜技术有限公司
统计专员、行政人事专员、Q C、电工、安全管理员、灯检员
联系方式：138 7588 6591 李小姐

长沙熙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数机加检验员、数控车工、维修电工、会计
联系方式 :18942046207 张先生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普工、驻厂品质工程师、CQ E 客服工程师、工艺工程
师、维修技术员（电工）、体系工程师、采购工程师
联系方式 :0731-82870888-2631 左小姐

湖南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生产统计、普工、质检员、 行政司机、行政
兼前台
联系方式 :0731-88853528 黎女士

长沙长源变压器有限公司
装配技工、绕线技工、焊工
联系方式：84024829-8166、17773602300 王女士

长沙市跨越物流有限公司
货运司机、市场专员、操作工、客服、带车司机
联系方式：18122017268 李女士 (客服、司机)

18058719268 姜经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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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竹胜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保安、收费员、专家楼园林、魔豆仓保安
联系方式：0731-84021139 卢小姐

湖南迈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员、店长助理、市场文员、客服电话人员、人事行政
助理、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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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南方长河泵业有限公司
水泵设计员、研发工程师、测试员、镗工、装配钳工、销
售助理
联系方式：0731-85252876/17711731756 刘小姐

长沙康乐包装有限公司
普工、业务员、平面设计
联系方式：0731-84090387 陈先生

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店员、配货员、库存专员、订单专员
联系方式：0731-83975884 人力资源部

长沙威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质检员、工装设计工程师、工时定额工程师、生产计划
员、焊工、铆工、焊接机器人操作工
联系方式：0731-84020609 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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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粮食工程设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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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雅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机械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数控车工、数控铣
工、装配钳工、抛光工、资料员、普车车工、外协员、电工
联系方式：0731－ 84081368 人力资源部

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检验员、加工中心、磨工、普工、机械制造
联系方式：15200939707 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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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金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外协采购、设计师助理、焊工、剪板折弯、激光割、钻工
联系方式：18373180521 王小姐

长沙德顺汽车销售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服务顾问、续保专员、网络销售顾问、仓库计划员、客
服、维修技师、学徒、保洁
联系方式：13667381564，0731— 85252651 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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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绩效专员
联系方式：0731-84873701 人力资源部

长沙实化成塑料有限公司
技术助理、普工、仓库管理员、会计、出纳员、文员、技术
人员
联系方式：15111459237/8 2758021 刘小姐

长沙鸿汉电子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售后服务
工程师、调试维修员、硬件工程师 、生产组员
联系方式：13973140420 蒋女士

湖南凯斯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员、区域销售经理、知识产权专员助理、生产
部工人
联系方式：15874876096 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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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工
联系方式：13975854532 金女士

湖南星宇龙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焊工、冲压工、折弯工
联系方式：0731-85284918 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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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友宝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仓管员、品管员、普工、工程师
联系方式：0731-84877088 邓先生

湖南宇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联系方式：0731-88289059-8001 易小姐

长沙崇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经理、外贸主管、外贸业务员、国内业务员、外贸跟
单员、仓管员、物料员、采购员、质量主管、QA 工程师、
检验员、工程主管、电子器件工程师、技术员、普工、司
机兼普工、储备干部
联系方式：0731-84019361/18974900366 苏小姐

长沙星沙包装有限公司
普工、保安
联系方式：15111032887 人力资源部

长沙恒辉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标书制作员、行政文员、销售经理、门店导购员、仓管
员、安装工、焊工、电工、激光下料人员
联系方式：0731-82879187 成先生

长沙新东方烹饪学院
课程顾问、竞价专员、渠道专员、学生处干事、厨师老
师、教学督导、新媒体运营
联系方式：0731-82723728/13170304093 李老师

湖湘家具城
市场部营销总监、市场部总经理助理、知名品牌旗舰店
店长、营销部业务经理、品牌店导购、软装设计
联系方式：13548797881 /85952232 易女士

燊湖南尧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财务数据专员、销售主管
联系方式：13574855376 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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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管理
联系方式：0731-86867753 人力资源部

湖南商业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管理主管、文 员、护卫队员、监控员、收费员
联系方式：18874215210 叶女士

湖南货万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推广、专员市场推广专员、APP 维护工程师、APP
运营专员
联系方式：86398889/18570990817 陈女士

长沙安瑞电器有限公司
成品管理员、CAD 制图 / 技术、普工、搬运工
联系方式：0731-84066995 黄小姐

湖南鹤祥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员、人事专员、动能维护员、高压值班员、机电

维修员、安全专干
联系方式：0731-88289378-2333 龙女士

紫鑫集团
销售经理、前台 / 保安领班、PA 技工 / 领班、水电工、
前台接待 /收银、客房 / 餐饮服务员、保安
联系方式：82797389/15386459926 浣经理

湖南又乙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品牌企划经理、高级化妆讲师、化妆助教、摄像师、新媒
体运营、业务顾问
联系方式：0731-8636 8386 刘小姐

长沙斯帕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单片机工程师、硬件工程师、平面设计
联系方式：18975813138 羊先生

湖南湘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洁 / 勤杂、业务员、市内送货司机、文案编辑、外贸专
员、营销总监助理、项目申报专员
联系方式：13755137270 邢小姐

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数控折弯学徒、氩弧焊学徒、普工
联系方式：13574170023 沈英洲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技术负责人、生产经理、栋号长、施工员、安全员、测量
员、资料员、实习生、预算员、项目会计、质检员
联系方式：17775775735 龙主管

湖南驷钜科技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操作工
联系方式：17352855602 毕总

湖南玖安模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专员、物资文员、项目管理
联系方式：0731-86206409 李女士

长沙胜通汽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检员、人事行政专员、普工、焊工
联系方式：0731-82798997/0731-82723297 粟女士

湖南凯恩利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数控技术员、加工中心操作工、计划员、会计、装配钳工
联系方式：13739059330 范晓林

湖南文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客服
联系方式：15580023690 蔡女士

湖南友乾家庭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小儿推拿培训讲师、客服经理 / 课程顾问、销售代表、
网络运营、人事主管
联系方式：19907494388 王小姐

长沙黄达铁路机车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联系方式：18673386494 章先生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综合文秘、人事专员、工程管理、安全管理、
工程员、安全消防员
联系电话：0731-84081268/18274950016 张女士

星沙华天大酒店
大堂副理、营销代表、餐饮服务、酒水、厨房打荷学徒、
财务收银、前台接待员、礼宾行李员、客房服务员、空调
电工、IT 网络管理、保安主管、保安、监控员、PA 保养
保洁
电话：0731-88428888-80178/13908452382 董主管

长沙中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工、储备组长、仓管员、厂区保安、质量工程师
联系方式：16670106313，88702502 转 810 肖小姐

长沙广义变流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核算会计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生产员工
联系方式：13786112933/0731-84013499 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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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电话：0731-84020836（兼传真） E-mail:csjkq@163.com

网 址院www.jkqrc.com(长沙经开区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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