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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咿呀实业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 30人 薪资：3000-4000
基本条件：1、2017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学习成绩优良，沟通能力较好；3、具有较强
的语言组织、表达、沟通能力和文字沟通
发展方向：社群管理、采购、行政人事、市场企
划、门店管理者均可
集团总裁办：
总裁司机 1人 4000-4500
有 C1驾驶证，不能抽烟；有 3-5年领导专职司
机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电脑操作，订餐、票、酒
店；形象气质较好，爱干净，上进
集团行政人事管理部:
行政专员 1人 3500-4000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工作认真、严谨、细心，
做事主动，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及较强的抗压能
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及管理能
力，注重团队合作，熟悉商务礼仪，保密意识强；
计划性，条理性强，具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熟练
使用office办公软件及自动化设备
培训专员 1人 4000-5000
有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软件，组织实施培训、建立培训档案；负
责培训前后资料准备和总结；协助上级完成所
有培训工作
招聘专员 1人 4000-4500
2年以上人事招聘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办公软
件的操作；有良好沟通能力，执行力和亲和力
强；熟练掌握招聘、人员选拔方式、人员引进流
程；熟悉不同岗位的招聘渠道，并能与渠道方
保持良好的招聘合作关系；文字表达良好，能
快速的撰写岗位描述、招聘文案。
档案管理专员 1人 3000-3500
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做事严谨、细致，具有
较强的保密意识，工作主动积极，执行力强
集团市场企划管理部:
平面设计 /电商美工 2人 4000-5000
熟悉 Photoshop、VI等设计常用软件；负责公
司日常宣传、策划设计制作、公司展览会议布
置；店铺广告平面设计、制作及其它图文处理；
企业宣传资料的设计、制作与创新。
热爱设计，乐于不断完善并丰富自己，从事相
关工作或喜欢婴童行业，对该行业有一定认
知。
活动专员 5人 3500-4000
大专以上的学历，男女不限，性格活跃，喜欢主
持，擅长组织活动，形象气质较好；负责常规活
动的执行，及活动前期的组织与洽谈；大型活
动现场的主持；品牌的会员推广
医务推广专员 5人 3200-4000
中专以上学历，具有医院推广工作经验者优
先；较强执行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乐观开朗、
有一定的医务人脉资源者优先。
集团采购管理部:
采购专员 2人 3500-4000
2年以上采购工作经验，熟悉采购的基本流程
和操作，熟练计算机软件操作，对数据敏感，逻
辑思维较强，喜欢婴童行业
棉品督导 2人 4000-5000
大专以上学历，热爱销售，有 1 年以上服装销
售经验或服装采购经验；具有敏锐的服装时尚
触觉；善于沟通和协调，表达清晰，具有较强的
心理承受能力
陈列专员 /棉品培训专员 2 人 4000-5000
美术专业知识、色彩搭配知识，一定的平面设
计专业知识，熟练操作办公软件；有零售店铺
工作经验及陈列培训工作经验；有较好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技术类岗位:
室内设计师 1人 3800-4500
美术类、平面设计、工程预算相关专业,3年以
上门店设计工作经验，熟练操作办公软件、设
计软件（CAD、3D Max、Photoshop）
软件工程师 1人 4000-6000
大专以上学历，信息管理或相关专业优先；有
一定的文字功底，能写需求报告文档；精通
ORACLE 数据库（OA/CRM/ERP）；有 CRM/ERP/OR
实施经验 1年以上；有 php/java独立开发经
验优先
分公司电商类岗位:
淘宝客服 2 人 3000-4000
有网店客服相关经验，了解淘宝，拍拍等的电
子商务流程者优先考虑；回答网上买家提问，
引导用户在网上顺利的购买,促成交易愉快成
功；为网上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并以良好的心
态及时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提供售后
服务并能解决一般售后问题
打单员 2人 3000-3000
负责仓库数据的录入电脑系统，必须做到及
时、准确；?负责配货单的打印，并及时送达相
关部门和配货人员；负责公司所要求仓库提供
各类报表的统计和报送工作；熟练电脑操作，
能吃耐劳，认真负责
仓管员 2人 3000-3000
负责仓库日常物资的验收、入库、码放、保管、
盘点、对账、出库、装车及发运等工作；保持仓
内货品和环境的清洁、整齐和卫生工作；工作
负责细致，服从工作安排，具有较强的团队合
作意识。
门店类岗位:
育婴师 / 催乳师 / 推拿师 / 营业员 10 人
2500~4000

有耐心、爱心、做事细致认真；具有一定的沟通
表达能力和亲和力；懂得如何给宝宝洗澡、按
摩；
已婚已育，幼师、护士优先
公司地址：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大道 188号国际
企业中心 2栋 A座 5楼
联系电话：0731-82698873
联系人邮箱：117740457@qq.com
联系人：方小姐、杨小姐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店长（2名）
岗位职责：负责店面的日常管理工作，配合公
司各项营销策略的实施及店面销售指标的达
成；协助家居顾问提升接待水平增加量尺数，
协助设计师提升设计服务水平增加成交率和
客单价；做好门店与公司各部门及市场方的沟
通协调工作；负责店面员工的工作分配、指导
与日常培训工作，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客户满
意度。
任职资格?：?1、性别不限，大专以上学历，市场
营销或设计类专业优先考虑；?2、1年以上销售
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或 3年以上成功销售工作
经验；熟悉店面管理，全面负责店面的管理及
销售；?3、形象气质佳、热情，负责任，较强的团
队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及促成能力；4、能承受
工作压力，拥有强烈进取心，勇于突破自己，挑
战高薪。
薪资待遇：试用期有保底薪资，转正后底薪 +
提成，完成店面销售任务一般年薪可达
80000~180000左右，上不封顶。
业务经理（3名）
岗位职责：负责组建销售团队，培训并管理销
售团队，对公司外围销售目标全权负责，协助
所属销售人员达成销售目标，合理制定销售计
划、营销策略并带领团队执行到位。?
任职资格?：?1、性别不限，大专以上学历，市场
营销，工商管理或设计类专业优先考虑；?2、1
年以上销售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或 3年以上成
功销售工作经验；熟悉销售及团队管理，全面
负责外围销售团队的管理及帮带；?3、形象气
质佳、热情，负责任，较强的团队管理能力和沟
通能力及促成能力；4、能承受工作压力，拥有
强烈进取心，勇于突破自己，挑战高薪。
薪资待遇：试用期有保底薪资，转正后底薪 +
提成，完成销售任务一般年薪可达 300000左
右，上不封顶。
业务员（20名）
岗位职责：1、负责开发新市场新客户（小区、团
购、业界联盟、家装设计师为主）；2、完成公司
制定的销售目标和任务；3、负责维护指定市
场。
能力要求：1、具有高中以上学历；2、具有一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3、能吃苦耐劳、具
有强烈的赚钱欲望。??
薪资待遇：3000-20000元 /月，上不封顶。
导购（10名）
岗位职责：1、负责店面的客户接待，建立良好
的客户关系；?2、通过收集信息和建立友谊、来
抓住每一次销售和服务的机会，完成每月分配
任务，负责跟设计师对接；?3、对老客户及未成
交客户进行追踪维护，培养客户忠诚度、提高
成交率，能良好的进行顾客异议处理，及时完
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任职资格：1、女性，18—35岁，形象端庄大方；
2、高中或中专学历以上，有相关行业店面销售
经验者为佳；?3、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口齿伶
俐，热情，自信，有耐心。??
薪资待遇：试用期有保底薪资，转正后底薪 +
提成，销售越高，提成比例越大，一般熟练导购
月薪资在 4000~8000左右，上不封顶。
设计师（5名）
岗位职责：1、根据客户的要求及房屋的空间结
构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以及色彩搭配设计。?
2、到客户家进行上门量尺、现场沟通，承诺方
案完成时间。3、预约客户到店看方案，并向客
户进行专业的方案介绍，与客户确认方案。4、
预约客户，并按时带图上门复尺，及时为客户
下单生产。5、完成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
任职资格：1、设计相关专业毕业，有相关家居
设计工作经验者优先。2、熟练运用 CAD、3dmax
等设计软件，有衣柜或橱柜设计方面经验者优
先；3、性格开朗,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服务
意识，吃苦耐劳；?4、性别不限，年龄 25-40岁，
形象气质好，身体健康。
薪资待遇：6000~15000左右，上不封顶。

湖南锦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脱硫脱硝工艺工程师 6名
岗位要求：
1、化工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
2、2年以上工艺设计工作经验；
3、熟悉工艺相关技术标准及设计规范；
4、具备吃苦耐劳精神，具有较强的沟通及协调
能力，能适应出差。
6、长沙环保学院、本科应届毕业生优秀者可适
当放宽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二、污水处理工艺工程师 6名
岗位要求：
1、化工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
2、2年以上工艺设计工作经验；
3、熟悉工艺相关技术标准及设计规范；
4、具备吃苦耐劳精神，具有较强的沟通及协调
能力，能适应出差。
6、长沙环保学院、本科应届毕业生优秀者可适
当放宽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三、VOC治理工程师 6名
岗位要求：
1、环境、化工、热能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
2、3年以上废气行业技术设计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技术设计和产品开发才能；
3、掌握 VOC治理技术，熟悉废气治理行业相关
标准；
4、责任心强，吃苦耐劳，能适应出差。
除享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福利外，公司实行员工
生日福利、结婚福利、生子福利等。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
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 527.
联系电话：0731-85452166 蒲先生

高柏（中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一、信控高级专员、信控主任（无责任底薪 +业
绩提成，五险一金，综合月收入 6K-10K）?
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至少 1年
以上工作经验，有信用卡账款催收﹑电话营销﹑
金融行业相关经验优先；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普通话标准；吃苦耐劳，讲求团队精神﹐适
应高效﹑追求业绩的工作环境；熟悉电脑办公
操作，中文输入不少于 40字 /分钟。
二、客服高级专员（周末双休，五险一金，月薪
2.5K-3.5K）
岗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至少 1年
以上工作经验，有金融行业客服工作经验者，
学历可放宽至大专；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学
习能力，电脑操作熟练，数据处理能力佳，普通
话标准，具备咨询应答及应变技巧。
三、信控助理（周末双休，五险一金，月薪
2.5K-3.5K）
岗位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不限，2年以
上文职类工作经验；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学
习能力，EXCEL操作熟练，数据处理能力佳，具
有较强的执行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联系方式：0731-88649580、88649570 裴女士

湖南赣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6名，大专以上，经验不限，待遇优
厚，负责区域市场开拓和客户管理及项目跟
进。
区域主管：10名，大专以上，经验不限，热烈欢
迎应届生加盟，发展空间巨大。
行政人事主管：1名，女性，大专以上，热烈欢迎
应届生加盟。
项目管理专员：2名，工民建行业相关专业，热
烈欢迎应届生加盟。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828号鑫远
杰座大厦 1802室
联 系 方 式 ：0731-85414677 85414877
13975881898 李先生

劦湖南众 工程有限公司
一、造价工程师 1人
岗位要求：男性，35岁以下，身体健康（无家族
病史和传染病），吃苦耐劳，能适应外地出差，
专科以上学历，造价专业毕业。
岗位条件：有土建类造价工程师证，负责工程
项目现场计量计价指导，投标报价的指导，工
程施工过程和结算过程的跟踪监管等。
二、成本核算员 1人
岗位要求：男女不限，35岁以下，身体健康（无
家族病史和传染病），吃苦耐劳，能适应外地出
差，专科以上学历，财务或造价专业毕业。
岗位条件：有会计从业资格证、造价员证，有工
程类项目成本核算经验，熟悉了解掌握成本核
算工具、要素。
三、市政一级建造师 1人
岗位要求：男性，35岁以下，身体健康（无家族
病史和传染病），吃苦耐劳，能适应外地出差，
专科以上学历，造价专业毕业。
岗位条件：有一级市政建造师资格证。
四、经营部跟单
岗位要求：女性，大专以上学历，一年以上商务
文员工作经验，形象气质佳，懂商务谈判及商
务礼仪，能适应出差。
岗位条件：有招投标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
五、经营部经理 1名
岗位条件：男女不限，大专以上学历，适应能力
强，具有较强的协调沟通及商务谈判能力。
以上岗位人员一经录用，公司将免费提供食宿
和差旅补贴
公司福利：节假日福利、五险及意外保险。
简历投递邮箱：zhongxiejianzhu@126.com
联系人：张小姐
电话：0731-82561002

湖南力天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1年以上上市公司本岗位工作
经验 本科 4000-6000 宁乡经济开发区
产业分析员：冶金或化工类理工科专业，对有
色冶金新材料行业有一定了解或有兴趣。有冶

金或化工技术或有同行业投融资经验者优先。
法务专员：3年以上法律工作经验，熟悉经济
法、证券法、合同法、企业相关法规等。
保安队长：男性，40岁以下，有队伍军人证优
先。
会计：1、中级及以上会计职称；2、有上市、新三
板公司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技术主管：掌握 APT湿法、粉末冶金、W 粉、W
条、WC加工相关技术或相近技术。
研发实验员：冶金或化学工程相关专业，好学，
喜欢钻研。
研发分析员：1、喜爱化验分析工作，主动好学；
2、责任心和保密意识强。
维修工：1、45岁以下，有机修工作经验；2、有电
工证或焊工证、钳工证。
生产普工(急聘)：男性，45岁以下，身体健康。
咨询热线：0731-85856570 廖女士

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无损检测：有一定质量检测相关工作经验，持
有无损检测资格证书者优先
主操焊接技工：有过生产制造型企业金属管材
焊接成型相关工作经验
技术研发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熟悉工业
企业新产品研发的选题、实施、设计、金属焊
接、热处理、材料成型等工艺
技术研发工程师（热能方向）：熟悉空冷、水处
理、海水淡化、化工等相关领域压力管道性能、
安装调试及产品研发
市场调研与开发：沟通能力强，对市场信息收
集以及渠道的建立。具有市场调研报告书写经
验者及一定英语口语交流能力优先
市场营销（国内 /国际）：熟悉进出口业务的操
作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良好的沟通、执行力
和谈判能力
综合管理员：熟悉资料书写规范要求，有一定
的文字能力。
联系人：陈先生 17763700507

长沙君悦酒店
员工福利
极富竞争力的薪酬、每周双休（一线部门试酒
店运营安排调休）
法定假期和带薪年假、五险一金、员工公寓、员
工餐厅
享受全球凯悦每年 12晚的免费入住（工作满
一年以上即可申请）
高端职业发展的平台、个性化进修发展的培训
体系及职业发展规划
招聘岗位
行政助理：形象气质佳、礼节礼貌好、可英语表
达、沟通能力强
前台接待：形象气质佳、礼节礼貌好、可英语表
达、沟通能力强
司 机：综合素质好、驾驶技能娴熟，安全及保
密意识强，良好服务意识
礼宾员：身高 175cm以上，形象气质佳，良好服
务意识
保安员：身高 173cm以上，吃苦耐劳，良好服务
意识
各部门实习生：很好的工作热情，热爱服务行
业
各部门服务生：很好的工作热情以及对客服务
意识
各部门领班 /主管副经理：高星级酒店同岗位
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简历投递
邮箱：diana.tian@hyatt.com（邮件主题设为
“姓名 +岗位”）

深圳市普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
总经理助理
底薪（4000-6000元）+提成 =薪酬

湖南园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急聘置业顾问
招聘要求：
1、男女不限，22-30岁，大专以上学历；
2、熟悉长沙房地产市场，有一年以上商业或
写字楼销售经验。
招聘待遇：
1、底薪 3000-4000 元 / 月，提成 2.5‰-3.
5‰；
2、提供中、晚餐；
3、试用期满后签定劳动合同，公司买五险一
金；
4、享有公司的其他一切福利待遇；
5、我公司现有多个项目即将陆续开发，公司
提供广阔的晋升空间。
联系人：张女士 邮箱：751066353@qq.com
联系电话：0731-84281618
公司地址：雨花区韶山北路维一星城国际 711

长沙市望城区星城树人幼稚园
幼儿园做饭阿姨：做五休二，认真负责；
园车司机：30-50岁，有驾照，5年以上实际驾
驶经验，驾驶技巧好，熟悉本地路况；有校车资
格证者优先；
班主任、幼师：学前教育、艺术教育的其他专业
中专以上学历，有特长者优先；
联系人：18100190245 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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