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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人才就业社保
关注民生·服务人才

湖南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岗位要求：
1、男女不限，18-38周岁，中专以上学历；
2、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
3、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
00-18：00
福利构成：
1、周末双休，国家法定日休假；
2、季度分红、半年奖、年终奖；
3、全勤奖励；
6、晋升通道：销售 -销售组长 -区域经理 -
省区经理。
联系人: 陈女士
联系电话：13975884222

广西红年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业务代表（常德区域）（衡阳区域）（岳阳
区域）（张家界区域）（益阳区域）（郴州区域）
（永州区域）（怀化区域）（娄底区域）（邵阳区
域）（湘潭区域）（株洲区域）（长沙区域）
联系人:李永乐 联系电话：17775652484
地址：长沙市高桥酒水城 4栋 12号

湖南鸿天康逸敬老山庄
前台接待:2名 待遇：2200元（试用期）+奖
金 包住
客服顾问 10名:待遇：无责底薪 2300+提成
+奖金 =5000以上。
派单员?6名 待遇.5000-8000. 底薪 2200+
高提成。
客服经理 5名
主持人 1名：待遇：底薪 3500+工龄工资 +出
场费 + 提成 + 年度奖金，包食宿。月入
5000—8000元。
联系人：18163745879 陈总
工作地址：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中路 6号明星
村 1205室（东塘东公交站旁，通程电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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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湘三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
会计实习生
审计员
内外账会计
联系人：黄小姐
电话：0731-86869117/
13874869096/13469071237

深圳市大气天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经理助理
业务员 /销售主管
文案
主播星探 /经纪人
舞蹈
歌手
主播 /艺人
模特
星探
联系人：曾小姐 电话：13822240355
长沙分公司：长沙市雨花区 金领家族南栋（A
片二单元）25楼 2541单元
总公司：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瑞思国际 B
座 10C 分公司：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金领
家族南栋 2541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维修技术员 1名，岗位职责：
1、设施、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2、参与设备的故障处理
任职资格：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有电工证
工作地点：长沙星沙
联系电话：82870888转 2631
联系人：左小姐

长沙宜居原木家具厂急聘
设计师：薪水范围 6000-8000
基本待遇：4000 保底 + 提成 包中餐 休息
时间是每周一
男女不限，3年以上工作经验，年龄 24岁以
上，上班地点在长沙，最好在长沙自己有住处
工作内容需上门给客户量尺出图纸
文员：薪水范围 1800-2000
文员：会电脑 懂计算 待遇：1800-2000
包食宿 一个月两天休息
上班地点：宁乡县煤炭坝镇张家湾村陈家棚
组 58号，如果是长沙汽车西站出发 有直达
灰山港的车可到厂门口下车）
联系人: 张姐
联系电话：18874903358

龍长沙仟熙 园林水族有限公司
高薪诚聘：
诚招店长
销售经理
店面管理员
以 上 人 员 性 别 不 限 工 资 待 遇 底 薪
3000-5000）另外再加提成 +奖金 +其它补助
联系人：陈总 电话 0731-88621328
地址：长沙雨花区万家丽南路天际岭谁道口
（公交站牌：天际岭隧道）

湖南长高思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弱电初级技术工程师（现场兼运维）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
弱电项目经理
弱电设计工程师
水电销售人员
电气设计
会计
造价员
java开发岗
联系人：徐学芳 电话：15974249656
地址：长沙岳麓区尖山路 39号中电软件园 9
栋 802

长沙市雨花区君众保健品经营部
售后客服
健康顾问
客服经理
人事专员
销售代表
客户代表
健康顾问
售后专员
行政人员
联系人：侯姐
联系电话：13723892879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诚聘：
客户代表 /
大客户销售 /
销售工程师 /
市场营销专员
销售代表（互联网 +五险一金 +双休）
联系人：谭卫民
联系电话：0731-82839601

湖南麓江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文员
办公室主任
厨师
联系人：文思
联系电话：15873339780

湖南三和通信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国有
企业）
招聘公路桥梁专业工程师 10人，实习生 5人
要求：公路桥梁专业的工程师，要求：本科以
上学历，二年以上工作经验，助工以上职称，
有驾照。如有其它相关证件的优先录取.（二
建等证件）
享受公司五险一金及其他福利，年薪不低于
6万
五名实习生（在校生或者刚毕业的学生均
可），要求：工作时间为一个月，工程专业或实
验院校毕业的优先
公司提供食宿，实习期工资为 2000元。
联系电话：0731-89912933
有意者请投简历至 1335834856@QQ.COM

杭州慈孝堂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高薪诚聘以下人员
经理助理
市场经理助理
健康导师
营业员
业务员
联系人：钟女士 电话 15111181359
公司地址：雨花区黄土岭路 358号慈孝堂

广州市宏威宇星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 5名 6000-8000元
1、负责展厅、外展接待服务及客户开发工作、
整车销售服务、售后维护服务；
2、按照标准销售流程接待客户，促成客户成
交，按时完成汽车销量指标；
3、根据公司要求对有潜在客户进行维系、跟
踪、回访、关怀等流程的具体工作；
4、有效执行各类汽车营销策略，给客户讲解
答疑；主动开发并维系潜在客户；
5、跟进客户车辆交付、上牌业务；
6、客户提车后持续跟踪回访，保证客户满意
度，完成销售数据报表；
7、参与公司组织的各项市场开拓活动及培训
课程。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18163626697

湖南君昊中药饮片科贸有限公司
检验员（资料员）5名 待遇面议
1、中药学及相关专业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
毕业，具有 2年以上中药饮片检验工作经验；
2、所负责相关物料和产品的检验工作, 对检
验时效和质量负责；按时完成相关记录和报
告，应完整、真实、正确；
3、工艺验证、设备验证、清洁验证的检验工
作；
4、原料药、辅料、包装材料的取样，取样应有
代表性；
5、一般仪器的维护保养和化学试剂的配制，
了解医药行业相关知识和相关仪器的原理、
熟悉液相检验工作及流程
6、工作积极主动，踏实肯干，有较强的沟通协
调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
开票员 2名 待遇面议
岗位要求：中药学及相关专业专科（含专科）
以上学历毕业，有医药公司或药厂销售开票
等相关经验，要有较强的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熟悉所有中药饮片及别名。
副总经理 1名 待遇面议
岗位要求：
1、医药学、中药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含本科）
以上学历毕业，具有 8年以上中药饮片生产
及质量管理工作经验，其中 3年以上同等职
位工作经验；
2、能全面负责中药饮片厂的生产管理、流程
和制度管理，对 GMP有系统的了解,有药师资
格证书，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3、为人正直、
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领导、组织、
协调沟通及团队合作能力
加工组 10名 待遇面议
岗位要求：负责药厂加工环节的晒药，烘干，
切制，收药等，工作积极主动，踏实肯干，能吃
苦耐劳，身体强壮，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可自行组织团队，待遇包干的形式）
联系人：周胜果 13874026333

湖南省嘉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文秘 1名，待遇 2000-2500
岗位描述：1、普通话标准；2、负责接待客
户；3、熟悉基本的办公软件；4、为人懂礼貌、
热情。
岗位要求：1、35岁女性，高中以上；2、普通话
标准；3、熟悉基本的办公软件；4、为人懂礼
貌、热情。
销售 10名 待遇面议
思维活跃，性格外向、反应敏捷、语言表达能
力强，创新意识强，诚恳踏实，有较高的工作
热情及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沟
通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
联系人: 曾总
联系电话：13875919168

长沙市必顺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售后工程师 5名 待遇 5000-6000元
岗位描述：
1、从事挖掘机的售后服务
2、工作地点湖南省境内
岗位要求：
男 40岁以下、有驾照，C1以上、为人实诚，吃
苦耐劳
客服专员 5名 待遇 3000-3500元
女、普通话标准、熟悉基本的办公软件、具有
机械方面知识优先
电话营销 6名 3000-3500元
女，大专以上；普通话标准，熟悉基本的办公
软件 ；为人诚实，礼貌、热情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200838835

湖南馨雅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前台文员
岗位职责：
1.负责来访人员的接待；
2.及时、准确接听 /转接电话；
3.人员及大件物品进出监管；
4.负责公司人员考勤工作及公司员工的外出
登记；
5.负责办公室的绿色植物的管理；
6. 协助各部门领导相关文件打印，复印，扫
描，以及发送
7.完成部门领导交代的任务。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公关文秘专业优先；
2.较强的服务意识，熟练使用 office等办公
软件；
3.具备良好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负有责任
心，性格活泼开朗，具有亲和力；
4.普通话准确流利，具备一定商务礼仪。
福利待遇：包住 +包工作餐 +五险 +生日、节
假日津贴 +年终奖
0731-85598908 李小姐

明德麓谷幼儿园,明德星沙香槟分园招聘
待遇优厚，购买社保，提供食宿，提供良好发
展平台，享受带薪寒暑假。
1、教学、教研主任 2名
2、班主任老师 10名
3、配教老师 10名
4、英语老师 5名
5、舞蹈老师 3名
6、美术老师 5名
7、红案、白案、配厨 各 2名
8、保健医生 4名
9、司机 A1 2名
地址：
明德麓谷幼儿园：桐梓坡西路 408号保利麓
谷林语小区，118终点站。
明德星沙香槟分园：湘龙西路 42号万家丽北
路与湘龙路交汇处往西 300米 。
电话：8278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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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销售分公司
业务代表 15人：
工作职责：
1、市场开拓 /产品销售任务：
（1）每日拜访定格路线，完成市场的拉单、铺
货陈列等工作；
（2）根据月度销售目标，制定日计划和周计划
目标，完成销售任务；
（3）执行公司 /大区制定的销售政策，并根据
市场反馈，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
2、终端客户管理：
（1）负责定格内终端开拓，维护，升级工作；
（2）负责对定格内的终端网点进行产品宣传，
生动化，促销等工作；
（3）负责定格内终端进销存管理，做好安全库
存管理；
（4）负责将定格内市场 /促销活动信息通知
各终端；
3、市场信息调研：
（1）负责定格内竞品的动向，信息收集，并及
时汇报；
（2）负责收集定格内所有终端的信息，并随时
更新终端信息。
任职资格：
1、22-35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市场营销类专业优先考虑；
2、1年以上营销工作经验，有快消品行业相
关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3、了解快速消费品市场特点及运作规律；独
立工作能力强，有敬业精神。坦诚、自信，高
度的工作热情；
4、良好的渠道客户关系管理能力、沟通技巧
和语言表达能力，性格开朗，较强的观察力和
应变能力。
工作地址：长沙、张家界、郴州、岳阳、
公司福利：五险一金 绩效奖金 交通补助 通
讯补贴 带薪年假 补充医疗保险 定期体检
员工旅游 节假日福利 结婚福利酒
联系人：崔龙
联系电话：0731-84772389
简历投递邮箱：cuilong@tsingt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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