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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润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磨面车间（磨面、染色），8名，
男女不限，无经验亦可能适应8
个小时两班倒，月薪3000-4000
元。
●基片生产车间（合模、配料、
出炉工、分指示员），10名，男女
不限，8小时班，18周岁以上，吃
苦耐劳，月薪2700-3000元。
●磨面车间（磨面、染色），6
名，男女不限，无经验亦可能
适应 8 个小时两班倒，月薪
3000-4000元。
●镜片包装工，6 名，无经验亦
可，能吃苦耐劳，有镜片包装经
验优先！月薪2700-3000元。
●基片加硬（检验、加硬上夹
工），6 名，能适应两班倒工作
制，月薪3000-4500元。
●镜片检验员（基片检验、装配

检验、抽检等），8名，18周岁以
上，检验镜片外观质量、光度
等，月薪2700-3000元。
●车房终检员，3名，18周岁以
上，检验镜片外观质量、光度
等，月薪2700-3000元。
●成品装配工，6名，男女不限，
18-35 周 岁 ，月 薪 2700-3000
元。
●车房加硬、镀膜（检验、加硬
上夹工），5名，18周岁以上，月
薪3000-4500元。
●打印人员，2 名，男女不限，
18-35 周岁，吃苦耐劳，月薪
2700-3000元。
联系电话：0511-88010507 夏
小姐
公司地址：开发区银杏路东首
（天悦名城北往东）

江苏友和工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10名，女性，35岁左
右，薪资 3000-3500 元，初中以
上，单休。
●整平工，2 名，男性，25 岁左
右，薪资 4000 元左右，高中以
上，单休。
●称粉工，2 名，女性，35 岁左
右，薪资 3500 元左右，初中以
上，单休。
●机电维修技工，3名，男性，25

岁左右，薪资 3500-4000 元，大
专以上，机电一体化专业优先，
单休。
●仓库数据择入员，2名，女性，
30岁左右，薪资 3000元左右，
大专以上，单休。
工作地址：练湖工业园旺湖路
（莲湖面粉厂后面）
联系电话：86542999 徐先生
欢迎来我公司实地考察！

江苏朝阳印务有限公司

●仓管，1 名，负责成品仓库产
品整理，发货，装货。男性，有
仓管经验，有一定体力。45 岁
左右。
●操作工，5 名，有一定企业工
作经验即可。计件。
●清废工，3 名，有一定企业工
作经验即可。计件。
●胶印机长，副手，学徒各2名，
有意向从事胶印工作。计件。
●质量主管，1 名，有内审员资

质。
●检验员，2 名，有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
●采购，1名，有相关采购经验，
男性，40岁左右，会开车。
以上薪资面议
联系人：
茅小姐 15952910029
姚先生 13852963499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普青路 668
号（东青村委会东）

丹阳市成事家化有限公司

●操作工，若干名，女18~45岁，
男18~55岁，要求身体健康无疾
病、无皮肤病。
工作时间为 8小时，8小时以上
加班的工资是 1.5倍，月工资可
达4500-5000元以上。
各工种试用期为1个月，试用期
工资根据劳动法规定按正常工
资的80%发放。
凡应招人员需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签订为一年期。工资月
结，每月 20 号发放上月工资。
公司包住宿，包伙食（自带米），
水电免费使用。
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80
号（肯帝亚木业东首）
联 系 电 话 ：0511-86962699
13806106751（陈）
15005297058（石）
13912829640（张主任）

大力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操作工，20名，男，48岁以下，
3400-4000元，三班倒。
●工艺操作员，5 名，男、女不
限，40岁以下，3300-4000元，三
班倒。
●磨床，3 名，男，45 岁以下，
3600元以上，三班倒。
●电工（熟练工优先），2名，男，
45岁以下，3600元以上，三班倒。
●机修，2 名，男，45 岁以下，
3800元以上，长白班。
待遇方面：8小时工作制，单休，

带薪享受国家法定假，缴纳五
险，免费提供工作餐、免费浴
室、免费住宿。设有全勤奖、安
全奖、工龄工资、绩效奖金；5-9
月份有高温补贴。端午节、中
秋节、过年发放福利等；新员工
入职后：入职培训、安全培训、
岗位技术培训等。
办公室电话：86986125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麒麟路10号。
丹阳市九曲河畔北大门老省道
荆林—访仙的九曲河畔。

丹阳市云昌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2名，3000-4000
元，女性，大专以上学历，做事
细心，沟通能力好，有英语读写
能力，有外贸业务经验者优先。
●班组长,2名，4000元，有管理
经验，责任心强，沟通能力好。
●仓管,2名，40岁以内，3500元

左右，女性，做事细心，能吃苦
耐劳。
●装配工,5 名，3000-4500 元，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简单易学。
电话：13852937926

13852938118
地址：丹阳市访仙镇访高路53号

丹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

●包装工，1 名，18 至 48 岁，男
女不限，初中以上学历、长白
班、3300-3800以上；单休。
●操作工，15名，18至 48岁，男
女 不 限 、初 中 以 上 学 历 、
3300-6500以上；单休。

转正后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制
度，缴纳5险。
电 话 ：夏 女 士 13861343702
0511-86989255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九曲路 298
号

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氩弧焊工，3名，男女不限，初
中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有不
锈钢焊接经验者优先，月薪
4500-6000元左右。
●电焊工，2名，男女不限，初中
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有压力
容器焊接经验者优先，月薪
4500-6000元左右。
●钣金工/铆工，2人，男，初中以
上学历，45周岁以下，能够熟练
的看懂图纸 ，会放样、装配，月
薪4500-6500元。
●打磨辅助工，3人，初中以上学
历，55周岁以下，有经验者优先
考虑，月薪3500-4000元左右。
●电气工程师，1人，男 40周岁
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电气自动
化专业，月薪5000元左右。
电 话 ：86238595 /18705291552
钟先生

地址：开发区新希望路 19号（华
昌向东1000米）

江苏全真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模工，2名，长白班，保底+
计件工资，2800-4500 元，月均
3500 - 3800元左右；
●开模工，3名，长白班，保底+
计件工资，2800-4500 元，月均
3400 - 3700元左右；
●修边工，2名，长白班，保底+
计件工资，2800-4500 元，月均
3500 - 3800元左右；
●浇注工，2名，长白班，保底+
计件工资，2800—5500 元,月均
4200 - 4400元左右；
●基片检验，2名，女性，40岁以
下 ，8.5 小 时 长 白 班 ，单 休 ，
3000—3500元；
●成品检验，2名，女性，40岁以
下 8.5 小 时 长 白 班 ，单 休 ，
3000—3200元；
●车房操作工，5名，男性，40岁
以下，12小时长白班，月薪4100
元，单休；
●模具检验，1名，男女不限，40
岁以下，9 小时长白班，3300—
4000元；
●车间操作工，2名，女性，40岁
以下，8小时3班倒，每周倒班一
次，单休，月薪3800元/月；
●镀膜工/镀膜辅助工，4名，男
性 40岁以下，12小时两班倒单
休，月薪4500-6500元；
●加硬清洗/检验，2名，40岁以
下，12小时，单休，月薪4100元；

●水、电、设备维修工，1名，男
性，50岁以下，有光学镜片厂同
岗位工作经验优先，薪资面议；
●往来会计，1名，女性，有会计
证, 认真负责, 有一定工作经
验；应收应付往来账,对账,制
汇总表等；
●客服，1名，女性，有光学镜片
行业同岗位工作经验优先；
●平面设计，1 名，负责公司包
装外观、活动海报、宣传图画、
公司网站、微信等平面图画的
设计，具备一定的软文编辑能
力的优先。
计件岗位员工转正后 3个月保
底工资2800元/月。
员工福利待遇：入职签订劳动
合同，长白班，单休，按时在每
月25日发放上个月工资。正常
8小时工作制；免费工作餐。
公司福利设有全勤奖、年终奖、
学历补贴、工龄工资、节日礼
品、员工旅游等，法定假期、社
会保险、医疗保险（五险），按国
家规定办理执行。正式录用员
工，公司提供住宿。
联系电话：0511-86951955（行
政人事部）
公司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
区黄金塘东路118号（车辆管理
所以东500米）

江苏银领卫浴制品有限公司
●玻璃钢模具工，男性，年龄 50
岁以下；了解玻璃钢材料，熟悉
配方，会看图纸；有 5 年以上玻
璃钢模具制作经验，熟悉卫浴玻
璃钢产品的制作技术及流程，能
够独立完成玻璃钢模具制作。
工资：5000~10000元。
●UG制图工程技术：熟练使用
ug,CAD,geomagic 系列软件，了
解使用proe，matlab，ansys等一些
机械类软件及车床铣床加工中
心等设备；大专及以上学历，3D
机械制图方面专业优先；善于学
习、钻研，工作主动性强，有较好
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玻璃钢模具整修工，20 名；
18-45 周岁；薪资：2500-5000
元；
●浴缸后整理工，10 名；18-45
周 岁 ；女 士 优 先 ；薪 资 ：
2500-5000元；
●浴缸装配工，6 名；18-45 周
岁；薪资：2500-5000元。
电 话 ： 0511-86975880
15380217776（手机微信）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新港路 100
号金港特钢院内

丹阳市鑫泉有机玻璃有限公司
●人事主管，1名，大专及以上学
历，2年以上人事行政工作经验，
有一定管理能力，工资面议。
●会计，1 名，有会计从业资格
证，2年以上会计从业经验，有外
贸公司工作、熟悉出口退税流程
者优先，工资面议。
●跟单采购员，2名，热爱采购，
沟通能力强，无经验亦可。
●外贸业务员（网站运营），5名，
大专及以上学历，英语过关，男
女不限。
●美工，2名，有相关美工经验 1
年以上，面试请带上作品。
●淘宝客服，2名，打字速度快，
有淘宝客服经验者优先，无经验
亦可。
●电脑排版工，5 名，肯吃苦耐
劳，虚心好学，悟性高，无工作经
验亦可，长白班，工资3500-5000
元。
电话：15715295672
地址：云阳街道丹金路留雁村委会旁

丹阳市浦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操作工，5 名，工作时间 8 小
时，4000至6000元每月，单休
●仓管统计，2名，工作时间 8小
时，3500至4500元每月，单休
单位缴纳五险
单位地址：丹阳市吕城镇花龙村
电话：13901953708 范先生

丹阳市远中金属助剂有限公司

●办公室文员，1名，女性，高中
以上学历，熟练电脑操作及Of⁃
fice 办公软件，公司缴纳三险，
每周单休，月薪3300元左右，具
体事宜面谈。
●涂料售后技术服务人员，2～
3名，男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化
学类或相关专业（有相关工作
经验者优先，可适当放宽学历
条件），懂涂料调色和现场喷
涂，熟悉电脑文档操作，有责任
心，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吃

苦耐劳。工作主要负责在客户
喷涂现场提供技术跟踪服务，
现场为客户解决问题，需要长
期出差，公司提供住宿，有出差
补贴，公司缴纳三险，如适应能
力强及工作出色，有机会进入
PPG 涂料公司，发挥更多的特
长。月薪 4500～5000 元，具体
待遇及工作事宜面谈。
地 址：丹阳市运河镇
联 系 人 ： 孙 先 生
13511683697

镇江市阳光西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普工，30名（可适应倒班），50
周岁以内，学历不限，10小时工
作 制 ，月 休 4 天 ，工 资
4000-6000元。
●质检员，3名，40周岁以下，中
专以上学历，10小时工作制，月
休4天，工资面议。
●测试员，1名，35周岁以下，大
专以上学历，月休 4天，工资面
议。
●销售，3名，35周岁以下，大专
及以上学历，相关行业经验优
先，工资面议。

●机修工，3名，50周岁以下，10
小时工作制，月休 4天，工资面
议。
●安全生产管理员，1名，40周
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
经验优先，工资面议。
●储备干部，若干名，35周岁以
下，大专及以上，工资面议。
地址：横塘镇留雁工业园（丹金
路）
电 话 ： 0511-80307607/
13506105001

丹阳市建安钢构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质检员，2名，3000-5000元，
进货检验、制造过程检验、成品
检验、出厂的最终检验等。
●钢结构技术人员，5 名，详图
设计人员，薪资面议。
●操作工、焊工、钳工、学徒工：
若干名，薪资4000-7000元。
公司除五险外，还提供以下福

利津贴：工作餐补贴、交通补
贴、通信补贴、高温补贴、生日
补贴、结婚礼金、生育礼金、旅
游福利、过节费等。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开发区振新
路999号
QQ：2222009715 电 话 ：
13615260988（史女士）

江苏佳琦超细纤维织品有限公司

●销售员，女，5名，大专及以上
学历，底薪加提成。应届毕业
生亦可（国际经济与贸易或市
场营销专业）。
●市场文案，1名，1年左右工作
经验，撰写各类宣传推广文
案 ，数据收集 。
●检验员，3名，男女不限，高中
以上学历，有质检工作经验者
优先。
●平面设计师，1名，35岁以下，
熟练操作 AI、CDR、PS 等制图
软件，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收发员，1 名，初中及以上学
历，对数字比较敏感。
●生产计划，2 名，高中以上学
历，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仓库主任，1名，28-40岁，高
中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
●车间主任，1名，25-40岁，高

中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生产现
场工作经历；熟悉生产流程，有
一定管理工作经验，了解和懂
得6S管理 ，能带领团队。
●设备管理员，1名，40-50岁，
机电一体专业，有电工证。
●文员，2 名，18-35 岁，电脑
操作熟练，能吃苦耐劳，抗压力
强。
●仓管，1名，男性，高中以上学
历，对数字敏感，工作主动性、
责任心强。
●操作工，计件工资，长白班。
月薪3000-5500元/月。
所有人员单休，免费提供午餐，
外地人员公司提供住宿，有意
向者可电话联系或直接来我公
司面试。
电话：0511-88018090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葛丹路 58
号（大泊新农贸市场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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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肯帝亚木业

●保安，2名，初中及以上学历，
工作细致有责任心，有经验者
优先考虑，2500-3000元。
●叉车工，3名，从业资格证（叉
车证），50岁以下，长白班，3500
元左右。
●保洁员，2名，55岁以下，身体
健康，能吃苦耐劳，主要负责办
公区域卫生和厂区卫生，有经
验者优先，工资待遇2000-3000
元。
●厨师，1名，男，55岁以下，身
体健康，有经验者优先，工资待
遇3500左右。

●董事长秘书，1名，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文秘专业者优
先，有过相同类型工作经验者
优先，工资待遇3000左右。
●行政前台，1名，形象气质佳，
大专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亦
可。工资待遇2500-3000元。
●仓库管理员，高中以上学历，
做事认真负责，肯吃苦，会使用
ERP软件，3000-3500元。
地址：开发区车管所向东100米
（第三个大门）
联系电话：0511-86166089 葛
女士

江苏易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工程师，6 人，计算
机相关专业；二年以上软件开
发经验；.精通.NET开发，对C/
S 和 B/S 架构下的开发模式都
有较好的理解和掌握(VB,C#等
开 发 语 言)；熟 练 掌 握
SQLSERVER、ORACLE 等 数
据库编程技术，并掌握数据库
设计优化与常用设计技巧；熟
练掌握AJAX、HTML、CSS、JA⁃
VASCRIPT、XML等相关WEB
技 术 ，熟 悉 jquery 等 JAVAS⁃
CRIPT 框架；有优秀的团队协
作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工作
认真、细心，有强烈的工作责任
心；具有规范化，标准化的代码

编写习惯。
●ERP实施顾问，6人，大学以
上学历，计算机、财务或经济管
理等相关专业毕业；精通 ERP
理论与 ERP 软件的使用方法，
熟练运用项目实施方法，能够
有效处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深刻理解企业管理及运作
流程，具有较强的业务分析能
力；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及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沟
通表达能力。
薪资待遇：根据个人能力情况
面议。
联系电话：15050880220 姚先生
公司地址：丹阳市开发区科创园

丹阳红叶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出纳/现金会计，1人，20-45周
岁，3000-4500元，应届生亦可。
●文秘，1 人，女，20-35 周岁，
3000-4500元，要求熟练掌握办
公软件应用，有较强的组织、协
调能力，肯吃苦耐劳，有相关工
作经验优先录取。
●护理员/护工，5人，女，20-35
周岁，3000-4500 元，初中及以
上学历，要求有爱心、有耐心、
有责任心，肯吃苦耐劳。
（工作地点：丹延路 88号，红叶
颐馨园）
●储备干部，3人，25-40岁，薪
资面议，本科及以上学历，负责
库区成品油的出入库；负责库
区罐体内部油品的计量检测；
安全巡检。发展方向：中高层
管理人员、贸易人员。
●行政文员、行政助理，3 人，
20-35 周岁，3000-4500 元，要
求熟练操作电脑办公软件，辅

佐主管完成本部门（人事、行
政）的工作任务，应届生亦可。
●保洁人员，1人，女，30-60周
岁，2000元可议，主要工作内容
为打扫办公楼。
（工作地点：开发区新港路 1号
丹阳红叶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2人，25~40周岁，
薪资面议，有销售经验优先。
●生产操作工，2人，男性优先，
20~45周岁，月薪2800~3000元。
●仓库管理员，1人，女，20-40
周岁，2800~3300元/月，熟悉仓
库管理系统和财务知识，有仓
库管理经验优先。
●菌种转接员，1人，年龄不限，
薪资面议，要求熟悉食用菌菌
种的转接、培育流程，有经验者
优先，应届生亦可。
（S122省道访仙段88号）
电话：86595727 /18921578505 王国平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新港路1号

明月眼镜集团

●装配（合模）员，女，35 岁以
内，9-10小时长白班，每周休 1
天，待遇3700-4500；
●充填工/进炉工，男女不限，35
岁以内，9-10小时长白班，每周
休1天，待遇3900-4500；
●离型/切刀/开炉工，男女不
限，45 岁以内，9-10 小时长白
班 ，每 周 休 1 天 ，待 遇
3200-4200；
●修边工，女，45岁以内，9-10
小时白班，每周休 1 天，待遇
3000-5000；
●清洗工，男，40岁以内，9-10
小时两班倒，每周休 1天，待遇
3300-4000；
●加硬上夹/清洗工，男女不限，
40岁以内，两班倒，每周休1天，
待遇3800-4500；
●镀膜工/机长，男，40 岁以内
两 班 倒 ，每 周 休 1 天 ，待 遇
5000-7000；
●加硬/镀膜擦片员，女，40 岁
以内，加硬擦片长白班，镀膜擦
片两班倒，每周休 1 天，待遇
3500-4500；
●基片/成品检验员，女，35 岁
以内，9-10小时长白班，每周休
1天，待遇3200-4000；
●加硬/车房检验员，女，35 岁

以内，两班倒，每周休1天，待遇
3800-4800；
●膜变操作工，男女不限，35岁
以内，两班倒，每周休1天，待遇
4000-5000；
●偏光膜操作员，男，35 岁以
内，9-10 小时白班，每周休 1
天，待遇3200-4500；
●仓管员，男女不限，40 岁以
内，9-10 小时白班，每周休 1
天，待遇3200-3800；
●包装工，女，45岁以内，9-10
小时白班，每周休 1 天，待遇
3200-3800。
公司地址：一厂（明月光电）：江
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银杏路
9 号（新森林家具红绿灯向东
300 米 ） 联 系 电 话 ：
0511-86983200/18796062418
吴女士；
二厂（赛蒙光学）：丹阳市开发
区天工工业园（开发区农贸大
市 场 方 向 ）联 系 电 话 ：
0511-88018555 /13606100433
朱女士；
三厂（明月光学）：丹阳市开发
区齐梁路 200 号（车管所方向，
肯 帝 亚 对 面）联 系 电 话 ：
0511-86160739/13912815816
杨女士

丹阳希那基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操作工，3名，40周岁以内，有
数控设备操作经验者优先；12
小时两班倒；4000—5000元。
●检验，1 名（原材料兼巡检 1
名），女性，38周岁以内；主要从
事原材料和巡检工作，月薪
4000—5000元。
●技术员，1名，大专以上学历，
38 周岁以内，熟练使用 CAD，
有精加工经验，懂 PPAP 文件、
QC工程图等。
●模具学徒，1 名男性，吃苦耐
劳，35周岁以内。

●生管，1名，大专以上学历，38
周岁以内，有生管经验的优先
考虑。
●双休制，免费工作餐、五险一
金,交通补助。
公司地址：丹阳市经济开发区
通港西路日本汽车产业园68号
19栋
联 系 电 话 ： 马 女 士
0511-86226689
邮箱：dyrenshi02@synergy-au⁃
toparts.com

江苏基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装维经理，3名,男性，19-30周
岁，高中（中专）及以上，身体健
康，能够适应高强度的户外作业；
无恐高症和高血压，能够适应登
高作业；裸视 0.4，矫正视力 1.2，
无色弱。具有较强的口头沟通能
力和学习操作能力，具备一定的
计算机操作技能和业务销售技
能。退伍军人优先。人均年收入
9万元，另享受五险一金。
工作片区：云林1人、吕城1人、访仙1人。
电子邮箱：18906109968@189.cn。
电话：0511-86502299

江苏天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采购，2 人，40 岁以内，工资
3500元左右，熟练电脑操作，机
械专业。
●质检，3 人，40 岁以内，工资
3500元左右，能吃苦耐劳。
●电气装配，5人，40岁以内，工
资面谈，男性，能吃苦耐劳 。电
话：18912813168 地址：访仙镇
窦庄工业园迎宾大道

江苏森林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主办助理，1名，熟悉财务
知识、财务流程，30岁左右，已婚
已育者优先。
●白班保安，6名，45岁以下，熟悉
安全保卫相关法律、法规及知识。
工作地点：开发区迎宾路 99 号
森林家居
公司福利：五险+月休 4 天+年
假+免费工作餐+生日福利+旅
游+体检+家属福利
联系电话：江女士 18796062663
86969550

丹阳颐和食品有限公司
●化验室，2名，35岁以下，有化
验室经验，月薪4100元。
●研发，2名，35岁以下，有化验
室经验，月薪4100元。
●机修工，1 名，35 岁以上，5 年
以上工作经验，月薪4100元。
常白班，试用期一个月，转正后
交五险，公司实行单休、8小时工
作制，每年一次旅游+年终奖！
联系人：史军（13852968869）
地址：丹阳练湖（西门海达家俱旁）

同力集团公司

●安全员，1名，男女不限，有机
械行业安全管理经验。
●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有机
械行业相关采购经验。
●质检员，1名，男性，有机械行
业相关质检经验。
●报价员，1名，男女不限，有机
械行业相关核价经验。
●技术员，2名，男女不限，机械
制造专业，公司培养相关知识。
●计划员，2名，男女不限，有机
械行业相关计划员经验。
以上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
历，工资面议。

●铣床加工人员，1 名，月薪
5000元左右。有经验者优先。
●普通设备操作工，2 名，月薪
4000元左右。公司培训上岗。
●发运装卸工，2名，月薪 4000
元左右。力气活，吃苦耐劳。
●杂工，1名，会一点电焊，车间
机动人员，年龄 50 岁以内。月
薪4000元左右。
以上岗位，要求男性，年龄
30-45岁，工资计件制。
应 聘 电 话 ：0511-85190789/
15051127921

东风悦达起亚丹阳汇通4S店
●汽车销售，10名，男女不限，年
龄 20-35 岁，中专以上学历，有
驾照，能熟练驾驶，具有良好的
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有较强的
服务意识，能吃苦耐劳。
●汽车修理工，5 名、学徒 5 名，
具有学习意识，能吃苦耐劳，有
团队协作精神，有汽修经验者优
先。薪资待遇：面议
●服务顾问，2名，良好的表达沟
通和应变技巧，待人热情，有亲
和力；有驾照，能熟练驾驶 有持
续发展愿望，稳定性好，有经验
者优先。
工 作 时 间 ：上 午 8:15-12:00

下午 1:30- 5:00
转正后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制度，
缴纳5险，单休。
联系人：李经理 15906108899
0511-86565577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齐梁路（东
方会馆南侧）

江苏埃菲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15 名，30-45 周
岁，薪资按照“基本工资+业绩
提成”方式核算。
●项目经理，5名，25-45周岁，
4000元，二建另外补贴。
●预算员，3 名，25-40 周岁，
4500元以上，熟练掌握WORD,
EXCEL等办公软件。
●详图分解员，3 名，25-40 周
岁，4500元以上，熟练掌握Au⁃
to Cad 及天正等建制图软件；
熟练掌握WORD,EXCEL等办
公软件。

●电焊工，20 名，30-45 周岁，
6000-10000 元，手工焊、埋弧
焊。
●机械操作工，8 名，25-45 周
岁，3500-4500元。
●学徒工，25-45 周岁，2500
元，转正后开始计件。
●采购经理，5名，30-40周岁，
待遇面谈。
地址：丹阳经济开发区八经路
东侧
电 话 ： 15715290088、
15715291188、15715292288

欧博眼镜

●客服（女性），一名，口齿清
楚，善于沟通，有较强的语言表
达能力。熟悉电脑办公软件操
作。（年龄18-35岁）
●营业员一名，具有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

神。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
18-35岁）
待遇面议，地址：丹阳市国际眼
镜城二楼
有意者请联系:13806101086(谢
经理)

印刷企业招聘
印刷厂诚招模切工 2名，胶印副
手 2名，切纸工 2名，设计人员 1
名，销售 8 名，联系人王先生
13806106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