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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人才就业社保
关注民生·服务人才

电话：0731-85063731 网址 www.hnrcsc.com

湖南奇思环保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预决算人员

质检员 下料切割

钳工 车工

机修工 铣工
管网检测技术施工人员

工程技术施工负责人
联系人：0731-84110788 人事部

任职要求：

1、年龄 24-30岁，本科学历，中文及文秘类、
商务专业；优秀应届生可接受。

2、1-3年以上总经理助理工作经验，诚实可

靠，反应机敏，行事稳重，擅长对外沟通者优

先考虑；

3、性格开朗大方，工作细致认真，较好的形象
气质和职业素养，懂得商务礼仪。

销售经理 5人

无业绩考核底薪（2500-4000元）+提成=薪酬

技术工程师 2人

底薪（3000-5000元）+奖励 =薪酬

任职要求：

1、本科学历机械、电气、设计相关专业，良好

英语读写能力，精通 CAD、3Dmax等制图软件；

优秀应届生可接受。

地址：长沙市 雨花区 长沙大道 598号东城

港 3栋 1706号

联系电话：13530098610

湖南口味王集团
设备研发主任 1名

要求：30-40 岁，机械设计及自动化相关专

业，五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2.掌握机械
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知识，熟练使用三维和

二维绘图软件，具备设备研发类项目管理技
巧

能源工程师 1名

要求：25-40 岁，机电、设备能源工程类相关
专业大专以上学历；2年以上制造型企业同

岗位工作经历，掌握厂房空压机，中央空调系
统，及电气设备系统，锅炉蒸汽系统的专业知

识

机械工程师 1名
要求：25-40 岁，机械、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

业大专以上学历；3 年以上设备维修或改造

经验，熟悉机械结构、原理及应用；有食品行

业设备管理经验。

联系人：秦先生 夏小姐

联系方式：0737-2229116

邮箱：kwwbljt@126.com

公司网址：www.kwwbl.com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资阳东路 68 号

（市内乘 6路车汽车北站终点站北 50米）

中国平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主持人

储备主管
售后服务专员

VIP客服经理

大客户理财顾问

高级理财规划师

培训讲师
售后服务主管

售后服务主管

车险销售人员
以上职位具体待遇及要求请上湖南人才网查看

联系人: 刘小姐
联系电话：13974854107

地址：长沙省军区壹号座品 A座 613

衡阳金汇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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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职位具体待遇及要求请上湖南人才网查看

联系人 陆小姐 联系电话：0734-4307801

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金阳东路

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化工程师 5人

本科以上学历，自动化、电子信息、机械工程

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毕业，3 年以上工作

经验，有课题经验的硕士可以是应届毕业生。

至少熟练掌握 C语言，电机驱动，DSP应用，

PLC应用，ARM应用，嵌入式操作系统（WINCE

等）中一个方向的应用技术。

?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5人

本科以上学历，自动化、控制理论与控制工
程、计算机软件及相关专业毕业，3年以上工

作经验，有课题经验的硕士可以是应届毕业

生。能熟练运用 VC++，编译原理知识进行程
序设计，熟悉程序架构设计或 Windows驱动

程序开发都优先。

机器人开发工程师 3人

本科以上学历，自动化、机械工程、机电工程

及相关专业毕业，2 年以上机器人或数控领
域相关的工作经验，有课题经验的硕士可以

是应届毕业生，熟练掌握机器人运动学及相
关算法，有良好的数学基础。

能力越高越好、工资上不封顶、技术领头人享

受股权、期权。
工作地点：长沙市雨花区环保中路 188号

联系方式：张总 18153794073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技术员（REVIT）

任职要求：熟悉机械制造，熟悉 AutoCAD、

Revit软件。
岗位描述：机械制造、给排水、消防工程设计

和技术工作

技术员（INVENTOR）

任职要求：熟悉机械制造，熟悉 AutoCAD、

Ineentor软件。

岗位描述：机械制造、给排水、消防工程设计

和技术工作

会计师

负责会计核算方案、会计科目设置及会计报

表的编制；

负责日常会计核算、会计凭证和账表的复核

及账务处理登记；
负责税务申报，处理各种日常税务报表，协助

税务检查；
负责会计凭证装订、会计账册及会计档案的

管理工作。

会计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有会计证；
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熟悉账务处理；

熟练掌握全盘帐务核算及会计报表，熟悉会
计法规和税法，熟练用友、金蝶等财务软件；

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良好的沟通表达，

独立操作能力；能适应驻外
联系人 ：李建军 电话：0731-85526327

怀化市新明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电力设计工程师:待遇 6000-8000/月

岗位要求：电器自动化 或输变电专业 有
1年或以上电力设计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

项目。设计方向为业主配电设计、农网改造设

计。公司提供食宿

联系人：刘总 电话 018944936088

地址：怀化市鹤城区

湖南楚天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日常财务核算，会计凭证，税务审核。

2、??日常税务申报，发票申请购领，开具发

票，税控机操作。

3、熟悉小规模做账及申报工作，能够处理复

杂的一般纳税人工作，配合管理部门检查。

4、协调好各税务，客户之间关系，专业提供财

务咨询及处理。
5、根据财务资料出具分析报告，并提出必要

的建议及意见。

6、纳税情况自查及清算各种税款业务。

7、汇算清缴。

任职资格：熟悉代理记账（外帐）工作模式，中
专或以上学历，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专

业.初级会计师以上优先！同行业工作 1年以

上工作经验，相关行业工作 2年以上工作经
验。 待遇 3000-4000之间

联系人：黄主任
电话 0731-86869117/13874869096

湖南长沙中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审计师

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有注册造价师或造
价员证，从事造价审核工作 3年以上经历，

能独立完成项目工程预、结算编制审核工作

详情请上湖南人才网查看

外贸公司招行政专员兼前台文员

岗位描述：

1、负责前台客户接待、电话转接等事务性工

作；

2、负责公司行政办公用品的采购、领用、保

管、盘点等工作；

3、协助行政事务部对行政会务等管理工作；

4、协助行政事务部对公司办公室绿化、保洁

等管理工作；

5、协助人力资源部对人事考勤、员工的招聘、

面试、入职等接待工作

待遇：基本工资 +提成 +工龄 +餐补 +通讯

补助，五险一金，提供午餐补助，节假日福利

和生日津贴，两年一次免费体检及旅游。
联络人：赵小姐

0731-84460037 32063081@qq.com
地址：五一大道 235号湘域中央（2号地铁袁

家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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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德美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收银员:（2500-3500）包食宿
VIP客户专员（2500-4000）

直营店储备干部:（2500-3500）包食宿

出差培训师:（3000-4000）包食宿
店员，营业员:（2500-3000）包食宿

销售专员:（3000-5000）双休 良好的晋升

通道，购买五险

销售主管:（3000-5000）双休 良好的晋升

通道，购买五险
面试地址:定王台芙蓉中路二段 98号明城国

际中心 28楼 2813

联系人:陈小姐 0731-85680996

湘潭盛盈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策划经理 /主管（薪资：6000-8000）包食宿

任职资格：商业地产策划 3年以上经验，熟悉

湘潭商业者优先。

招商经理 /主管（薪资：3000-6000）包食宿

任职资格：性格开朗，积极阳光，具吃苦开拓

精神，有 2年以上招商工作经验，熟练掌握

EXCEL,CAD。

双休，购买五险，交通补助，节日福利

面试地址：雨湖区熙春路百姓家园西门对面
联系人：缪小姐：18673258978

湖南楚天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日常财务核算，会计凭证，税务审核。

2、日常税务申报，发票申请购领，开具发票，
税控机操作。

3、熟悉小规模做账及申报工作，能够处理复

杂的一般纳税人工作，配合管理部门检查。
4、协调好各税务，客户之间关系，专业提供财

务咨询及处理。
5、根据财务资料出具分析报告，并提出必要

的建议及意见。

6、纳税情况自查及清算各种税款业务。
7、汇算清缴。

任职资格：熟悉代理记账（外帐）工作模式，中
专或以上学历，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专

业.初级会计师以上优先！同行业工作 1年以

上工作经验，相关行业工作 2年以上工作经

验。 待遇 3000-4000之间

联系人：黄主任

电话 0731-86869117/13874869096

湖南贝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实习审计助理

咨询顾问

综合助理

审计项目经理

审计项目助理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82567376

长沙市雨花区小灿咖餐厅
经理 岗位工资 3300-5300

要求：年龄 30岁以下，有亲和力，有良好的沟
通能力、执行力和学习能力，有餐厅管理经验

者。

服务员、收银 岗位工资 2500元 -3500元
要求：年龄 28岁以下，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亲和力，形象好，执行力强。
厨工 岗位工资 2700元 -3800元

要求：有一年以上厨房工作经验，善于学习，

动手能力强。
学徒 岗位工资 2300元 -3300元

要求：年龄 25岁以下，爱学习，能吃苦耐劳。

联系人：余小姐 13548631515

上海雷蒙商贸有限公司（长沙分部）
服装营业员

服装店长

底薪 +提成 +丰厚的奖励 =高薪，平均每月

3500以上，工作环境舒适，一经录用，待遇从

优。
联系人：杨小姐

电话 15026669589

地点：万家丽国际购物中心 3楼 拉格蓓芮专

柜（西北角 318号）

中咨华美（北京）路桥技术有限公司
.NET工程师（待遇面谈）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731-84313366
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119号标

志房产 2203室

长沙汇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心理学老师

网络推广

市场营销
联系人:罗老师

联系电话：17788939078

澧县澧州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营销人员 5名

岗位描述：销售管理人员

岗位要求：1、市场营销或房地产相关专业大
专及以上学历；具有三年以上房地产销售经

验；

2、能熟练操作办公自动化软件，熟悉房地产

专业知识，能掌握一定的销售技巧；

3、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有较
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能够充分调动销售员的

积极性。

会计 2 名

岗位要求：因工作需要，我公司现需招聘财务

人员 2名。男女不限。年龄 22岁 -40岁，有中

级职称者可适当放宽。

报名条件: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会计从业资格

证、本人身份证。

录用方式：统一考试（笔试、面试、考察、体

检），择优录取。工资待遇面议。

公司地址：临江路原黄沙湾石油库。

联系人:何才安
联系电话：0736-3330666

长沙元康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人员

检验技术人员
售后人员

联系人：成小姐 Tel：0731-86459660
刘先生 Tel：13327313693

QQ：2593090080

简历请投致：ykylmy@163.com.

湖南智汇空间装饰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采购员

见习施工员
施工员

预算师
联系人：谢小姐 电话 18573133934

地址 ：长沙雨花区曲塘路与树木岭路交汇处

怡可多酒店 806

北京风雅颂专利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电学专利代理人 待遇（6000-8000）

岗位要求：

1、从事专利代理撰写工作。

2、为客户提供知识产权代理相关的专业解决

方案，并建立、维护我公司专业、诚信的形象。

3、能够独立完成申请文件的撰写，并独立处

理答复官方意见事宜；

任职要求：

1、正规院校硕士以上学历，通信、计算机、物

理、半导体、电子工程以及相关专业；

2 、英文四级以上；

3 、能够接受有压力和挑战性的工作，工作
有条理，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

4 、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及沟通合作能

力；
5 、热爱专利代理工作并有较强的主动性；

6 、乐于助人并勇于承担责任；
7 、熟练使用办公设备及 Word 、Excel 、

Powerpoint 、outlook 等软件；
8 、具备团队精神；

9 、具有代理人资格、国外留学经历或有工

销售（知识产权）
岗位职责：

1、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产权专业知识，为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高标准服务。

2、维护老客户为主，开发新客户为辅，必要时

拜访客户，提升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深入挖

掘客户价值。

3、通过内部系统查询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缺

陷，制定保护方案。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可接受应届毕业生，公司将

有系统培训

2、具备良好的销售意识和沟通技巧

3、富有开拓精神和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有

很强的学习和沟通能力，良好的协调能力、应

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积极热情、敬业爱岗、心理素质佳、较强的

抗压能力。
竞升空间：知识产权资深顾问、销售主管

公司提供有竞争力薪资（底薪＋提成＋奖金）
和良好的个人发展

联系人：邓慧敏

电话：1867078054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潇湘中路 2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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