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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新高远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展览设计师：1、应届毕业生，熟练掌握 3D

MAX、Photoshop等绘图软件，色彩感好；深厚
的美术功底，独特的设计理念，较强的创新能

力及效果表现力。

2、能协助完成设计方案（包括平面图、立面

图、效果图），执行力强。

3、负责展厅平面广告的设计 ，熟悉卖场 /专

卖店 /展厅展示应用设计；

4、最好是室内设计或环境艺术专业，有美术

功底；

5、熟练操作各种设计软件及敏锐的审美触觉

和空间思维能力。

联系方式：卓总监 18684770866

qq:3083805876

湖南渝洲置业发展集团
1、20-30岁，男女不限，英语、国际贸易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已达或接近专业

8级水平，口译熟练，英语专业应届毕业生可

优先考虑；

2、工作有激情，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技能和
团队合作精神；

3、工作认真细致、思维敏捷、责任心强；

4、能吃苦耐劳，可适应国外环境。
联系人：韩小姐

联系电话：0731-89740808/15802580341

正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行政专员

案场经理

小区项目经理
小区客服主管

售楼部客服接待领班

秩序部主管

售楼部秩序维护员

人资行政主管

联系人: 邓女士

联系电话：18613983300

湖南湘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经营部招投标

项目经理

工程审计
行政前台

项目司机

工程部长

测量员

人事专员
资料员

经营部长

联系人: 王小姐
联系电话：0731-22878138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28号天
际湘府（托斯卡纳）商业广场 109

深圳市彩生活物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1岳阳物业客服员

2长沙物业项目总监 /主任
3宁乡客服（前台）

4郴州客户经理（储备干部）

5维修人员

6长沙出纳

岗位要求 1、个人形象好；

2、有客服接待工作优先；

3、欢迎应届生

4、有物业经理上岗证、物业管理师，

注册物业管理师，消防证等优先

联系人：邵小姐：13467315990

湘潭瑞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大专以上学历，女性，22-25周岁

形象气质佳，热爱销售行业

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具备较强的沟通、组织协调、培训、执行及抗

压能力

联系人 俞小姐

联系电话 073158522429 18673260061

湖南同高科技有限公司
急聘:商务文员及财务会计各一名

工作地点：锦泰广场
待遇从优

有意者请电话联络咨询：

84697992，1800841177

湖南洪江古商城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首席品牌官 ：面议

招标采购部副经理：薪资范围 5000-6000/
月

楼面主管 ：薪资范围 4000-5000/月

方案策划：薪资范围 3000-3500/月

茶艺师 /员：薪资范围 3000-3500/月
行政人事经理：薪资范围 5000-6000/月

招标采购部经理：薪资范围 6000-8000/月

联系电话 0745-7628698 联系人：蒋经理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沅江路 36号

长沙万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课程顾问 ：薪资范围 2500-3000/月

高级咨询师：薪资范围 2500-3000/月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 13973117582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五一大道五一新干线

湖南宏纳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前台文员 ：薪资范围 3000-3500/月

团队主管：薪资范围 6000-8000/月
业务员：薪资范围 3000-8000/月

联系人：吴经理 电话 17773167612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芙蓉广场碧云天 28楼

湘潭瑞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管理所辖区域所有店长及导购人员

2、严格执行公司下达的各项区域销售目标、
政策及考核方案

任职资格：

1、大专以上学历，女性，22-25周岁
2、形象气质佳，热爱销售行业

3、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4、具备较强的沟通、组织协调、培训、执行及

抗压能力

联系人：俞小姐
联系电话：073158522429 18673260061

湖南谱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描述：

1.负责华中地区 OA潜客的开发和维护；
2.严格按照公司要求进行客户收集及潜客的

开发，对销售过程进行记录、分析、跟踪和管

理；

3.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战略规划，制定个人的

开拓计划和目标，完成公司要求的开拓指标。

岗位要求：

1.应届生或一年工作经验，对渠道销售工作

感兴趣；

2.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思维敏捷、反应
快，有良好的电话沟通技巧和服务意识；

3.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干部或社团干部者优

先考虑；

联系人：颜小姐

联系电话 15802520569

衡阳金汇置业有限公司
策划总监
招商总监

工程资料员
景观工程师

精装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机电工程师

土建工程师
联系电话 0734-4307801

联系人：陆小姐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金阳东路

株洲高新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园林项目经理

法律顾问

项目会计

审计

联系人：盛小姐 电话 13975310125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 100号华尔兹

写字楼 7楼

湖南德思勤投资有限公司
急需前台文员一枚，形象气质佳，身高 162CM

以上，年龄 20-26岁，待遇 3K+餐补，五险一

金，双休，

工作地点：德思勤城市广场，欢迎推荐。电话：

89983333-8072

湖南省乾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办公室主任 1名

要求：三年以上办公室工作经验；有工程项目

部办公室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
二、工程会计 1名

要求：年以上工程全盘账务管理经验。熟悉市

政工程财务管理及成本控制。
三、预结算人员 1名

要求：工程造价专业；5年以上市政道路预结
算经验，熟悉道路、桥梁施工预结算管理及合

约经营管理工作。

四、施工员 1名。
要求：5年以上市政道路施工管理经验；熟

悉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及技术疑难处理。

五、测量员 1名

要求，5年以上道路桥梁测量工作经验，熟悉
测量方案设计，及测量资料整理。

六、资料员 1名

要求：3年以上市政道路、桥梁资料管理工作

经验；

七、电工 1名

要求：5年以上电路设计、电力安装、维修工

作经验，服务及服从意识强，持有有效电工

证。

八、招商经理 1名（工作地点：娄底）
要求：5年以上房地产行业招商工作经验，有

优秀工业地产招商经验者优先考虑。

备注：以上岗位（电工除外）均要求大专及以

上学历。

项目地点：四方坪商贸城附近
电话：18890573662（邹女士）

长沙市雅各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实习生 10名：

大专以上学历，热爱销售，踏实肯干，品行端
正，有良好的学习意愿和能力，市场营销专业

优先待遇：2500 元 + 提成 + 奖金 + 住宿 +

西式培训
人事助理 3名：

大专以上学历，沟通能力强，有能力协助主管
的工作

待遇：2500元 +提成 +奖金 +住宿 +西式培

训

储备干部 8名：

大专学历以上，较强的综合能力，爱好体育运

动，有销售经验优先

待遇：3000元 +提成 +奖金 +住宿 +西式培

训

业务主管 3名：

本科学历以上，有较丰富的团队专业培训、管

理经验

待遇：4000元 +提成 +奖金 +住宿 +西式培

训

我们的用人标准：

学历只代表过去，学习能力才代表未来；

经验已只是过去，敢于经历才是实力。

联系电话：0731-85510386 85510387刘小姐

湖南建东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招聘人数：若干 3000-8000元（基本

工资 +装机提成）

商务司机：招聘人数：若干 3000-4000元
文员：招聘人数：若干 3000-4000元

以上岗位包吃住 +五险一金 +其他福利奖金
联系人:赵女士 0731-85263966、

18163693666

地址：杨家山南天下一家华府三栋 11楼

长沙银翼飞利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主管:招聘人数：1人

任职要求：

①、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②、两年以上网络调试安装经验；

③、了解路由交换原理，熟练掌握交换机、路

由器的维护和配置；

④、了解防火墙、IPS、负载均衡、流控等设备

的工作原理和配置方法；

⑤、了解网络布线，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⑥、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与沟通能力；

⑦、勤奋敬业，责任心强，有团队合作精神。

网络工程师：招聘人数：2人

任职要求：

①、中专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②、有网络调试安装经验；

③、熟悉路由交换原理，熟练掌握交换机、路

由器的维护和配置；
④、熟悉防火墙、IPS、负载均衡、流控等设备

的工作原理和配置方法；

⑤、熟悉网络布线，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⑥、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与沟通能力；

⑦、勤奋敬业，责任心强，有团队合作精神。
联系人：刘经理 电话：0731-88797789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芙蓉广场曼哈顿大厦

2112室

长沙星浩置业有限公司
招聘建筑业办公室行政人员：招聘人数：1人

招聘要求：(女性.会做标书更好）.性格活泼

开朗.外向大方.五官端正.做事认真负责积
极主动.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学历要求大

专以上.
销售顾问：招聘人数：2人

任职要求：

1、形象良好，口齿伶俐，具备良好的表达和沟

通能力；

2、为人诚恳，工作严谨、有激情，具备良好的

服务意识及创新意识，有强烈的团队精神和

高度的责任心；

3、性格开朗，亲和力强，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

强，能适应有挑战性的工作；住天心区的有工

作经验的优先。
工作待遇：底薪 +高额提成。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3574826231

地址：长沙星沙湘商世纪鑫城 32楼星浩置业

湖南宇晶机器实业有限公司
急聘机械工程师：招聘人数：5人

岗位要求：

1、4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机械设计类专业；

2、三年以上机械设备设计工作经验；

3、精通 CAD，熟练使用 Solidworks；

4、掌握机械常识和机械原理，熟悉液压系统

和气压系统，熟悉机械加工工艺；

5、具较强产品开发设计能力；
6、有外资企业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多年参与

钣金设计与外观设计工作经验者优先。

急聘电气工程师：招聘人数：5人
岗位要求：

1、自动化或电子工程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
学历；

2、较熟悉各类变频器，伺服器，PLC及人机界

面，能独立或共同参与完成大中型数控机床
设备的设计工作（电器部分）；

3、熟悉 ISO9000体系与设计开发流程；
4、熟悉电气布线、电气控制柜设计、电气部件

选型；

5、有较强的责任心,良好团队协作能力、沟通

能力、谦虚踏实；

6、有外企工作经验优先。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737-2644981

地址：益阳市资阳区长春工业园马良北路

341号

海猎国际猎头职位信息
某大型集团公司国际工程公司总经理

一、岗位职责：

1、分管公司国际业务条块，对公司海外市场

开拓、国际业务目标指标完成负责。

2、全面负责国际工程公司团队建设及组织规

划。

3、组织制定公司国际业务战略规划并监督实
施。

二、岗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机电或经济金融、工程、

管理相关专业；

2、精通一门及以上外语；
3、有曾在中国电力、电气集团公司海外电力

工程总包优势企业工作经历，负责海外电力
成套项目市场开拓，项目获取；

4、任职中层及以上职务十年以上，有国际工

程市场开拓团队管理协调经验；
5、熟悉国际商贸、国际大型工程运作法律法

规，具大型海外成套项目订单中标业绩，了解

国内国家、行业政策法规及政府机关、金融投

资机构运作机制，具广泛海外电力工程客户

人脉资源，掌握现有国际市场项目信息资源；
6、能对企业国际化战略提出相应发展规划并

组织实施。

三、待遇：年薪百万以上，享受公司期权期股

及年金激励，具体薪酬面议。

某大型股份制企业人力资源总监
岗位职责：

1、指导、督导人力资源部履行工作职责，构建

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组织架构及人力资源团

队建设，全面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相关工作。

2、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组织制定公司招聘、

培训、薪酬、劳动关系管理、员工绩效等规章

制度、实施细则和工作流程，并组织实施。

3、拟定公司人力资源规划、战略，通过开展工
作分析、岗位说明书与定岗定编工作，提出机

构设置和岗位职责设计方案，对公司组织结

构设计提出改进意见方案。
4、其他职责范围内的日常性、临时性工作。

5、对人力资源体系及流程运作规范性、工作
及时性、目标指标完成率负责。

任职资格：

1、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
以及电气、机械等工科类专业本科或以上学

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人力资源管理一级资
格证书。

2、具有 5年以上大型企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

任职工作经历，具有海外留学、外资大型企业
工作经历的优先。

3、熟悉人力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制度流程与

相关政策。

4、具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薪酬待遇：年薪 20-30万，具体面谈。
简历投递邮箱：23981195@qq.com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063765

http://www.hnrcsc.com
mailto:2398119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