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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11月10日）现场招聘部分职位信息
求职者免费入场，免费领取现场招聘信息报，欢迎进场求职应聘！

崇德碳技术 需求 （7人），
岗位：自动化作业员，检验员

代尔塔 需求 （37人），岗
位：普工，缝纫工，仓管/叉车工，
机械工程师，助理/文员，成本会
计，质检，车间主任/领班

德维阀门 需求 （11 人），
岗位：销售主管，阀门检验员，
打磨，沾浆，HSE主管，RT焊
工，泵验工，无损检测技术员

飞旭电子 需求 （85 人），
岗位：保安，自动化设备工程
师，SMT设备主管，NPI工程
师，质量工程师，测试工程师，
SMT制程工程师，Coating工
程师，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助
理，体系主管，SMT 生产领
班，组装生产领班，QE 技术
员，波峰焊技术员，作业员

瀚荃电子科技 需求 （31
人），岗位：制造工程师，研发
工程师，自动化设计员，学员，
塑胶模具钳工，调机技术员，
SQE，EHS 专员，模修技术
员，电商运营，品保班长，生管
专员，行政助理

豪展医疗 需求 （34 人），
岗位：机构工程师，产品工程
师，PQE工程师，PQE课长，
品检员，制造资深组长，设备工
程师，作业员

吉 帝 士 电 子 需 求 （10
人），岗位：作业员

家颖科技 需求 （21 人），
岗位：开发(采购)，机加工技术

员，助理工程师，PE工程师，
IE工程师，项目管理，专案工程
师，QE，品保员，实验室技术员，
业务，资讯，仓管，清洁工

恒力化纤 需求 （165 人），
岗位：成品油内贸业务员，成品
油外贸业务员，生产作业员，消
防员，包装工，叉车工，搬运
工，外贸业务员，电工/保全/机
修，工艺工程师储干，售服工程
师，业务员（薄膜、丝）

九州航天 需求（6人），岗
位：CNC操作员，数车操作员

绿怡智能科技 需求 （42
人），岗位：业务员，研发工程
师，应届生（销售、技术）

金名山光电 需求 （1人），
岗位：助理工程师

精元电脑 需求 （29 人），
岗位：火花机操作员，线割操机
技术员，钳工师傅，放电操机技
术员，CNC 操机员，模具工
程，工程师，电子工程师，PM
职员，ME 工程师，TE 工程
师，TPM 工程师，电气工程
师，资深电子研发工程师，韧体
设计工程师，软件设计工程师

朗 维 纺 织 机 械 需 求 （6
人），岗位：急招品保，实习生/
应届生

群光电能 需求 （10 人），
岗位：制造班长

群光电子 需求 （92 人），
岗位：PE技术员，钳工，人事
专员，体系专员，放电技术员，

电工，ME技术员，模具技术
员，生产课长，生产组长，物
控/生管，品保主任，品保课
长，QA稽核员，品保组长，仓
管员，PM工程师，IT技术员，
注塑机修技术员，QE

贝 达 新 材 科 需 求 （13
人），岗位：销售工程师，管培
生（储备干部），储备干部（实
习生），品质工程师，技工学
徒，柔印师傅

璨鸿光电 需求 （24 人），
岗位：日语PM，日语或英文业
务，信息工程师，光学工程师，
机构工程师，ME工程师，OQC
工程师，设备工程师，CS工程师，
量产采购，采购管理师，生（物）
管，日语CS，关务，产品工程
师，ME工程师，MIS工程师

晨新轮胎 需求 （23 人），
岗位：电工，检测员，机修，成
型，密炼，内胎、外胎硫化，车
间清洁，销售助理

德迅工具 需求（23人），岗
位：作业员，外贸跟单员，临时工，
模具设计主管，注塑技术员

丰川电子 需求 （10 人），
岗位：英语专业学生

佛光五金 需求 （43 人），
岗位：五金模具设计，品质组
长，品检，办公室文员，生产组
长，普工，厂内副总，外发手工活

格优碳素 需求 （22 人），
岗位：圆刀机长，品检员，作业
员，QE工程师，材料工程师，

生管，采购助理
蛟龙精密 需求（6人），岗

位：普工，折弯学徒工，焊工
华建玻璃 需求 （22 人），

岗位：作业员，储备干部
美 盈 森 环 保 需 求 （30

人），岗位：纸板线坑机机长，
印刷机长，车间普工，体系工程
师，采购专员，项目经理，项目管
理，PMC生产计划，司机，CQE，
包装设计工程师，EHS工程师，
品质工程师，保安、领班

敏华医疗器材 需求 （21
人），岗位：作业员，缝纫工，
水电工

欧泰通信 需求 （15 人），
岗位：模压作业员，业务员，质
检员，装配作业员

壬和塑胶 需求 （16 人），
岗位：IPQC，模切开机员，模
切检验员

世 华 新 材 料 需 求 （20
人），岗位：作业员，品管员，
仓管，样品技术员，勤杂工，生
产计划

佳禾食品 需求（9 人），岗
位：维修技术员，检验员，品管员，
物料专员，行政专员，司炉工

松翔电通 需求 （45 人），
岗位：采购，EHS专员，模具
学徒，钳工师傅，放电师傅，
PE 工程师，IPQC，测量技术
员，业务助理，热学工程师，
NPI 工 程 师 ， NQE 工 程 师 ，
NPE工程师，产品工程师，作

业员，压铸技术员，资讯，清洁
工，驾驶员

希密爱半导体 需求 （19
人），岗位：生产管理，品质管
理，营业助理，探针卡设计工程
师，作业员

银海机电 需求 （30 人），
岗位：销售代表，采购员，机械工
程师，应届毕业生，焊工，装配工，
计划助理，销售助理，计划员

同享电子 需求 （77 人），
岗位：包装工，设备工程师，操
作员，电工，文控，ISO专员，
文员，会计助理，储备干部

帏翔电子 需求 （12 人），
岗位：QC/品检员，QE，文
员，PE工程师，报关员（关务）

吴 江 变 压 器 需 求 （34
人），岗位：设计人员，熟练钳
工，变压器装配工，熟练电焊
工，计算机技术运用，绕线工，
一次装配工母排制作，波纹折弯
机操作工，变压器插片工，接线
工，激光切割机熟练工，试漏
工，脱模工

华衍水务 需求 （20 人），
岗位：值班工，检漏员，泵房巡
检员，客服专员，储备人才

建旭精密 需求 （23 人），
岗位：CNC 师傅，品保部主
管，铣床师傅，CNC学徒，现
场主管 （车床师傅），品检，
CNC 工程，吸塑工，CNC 操
机，生产助理，车床技术人员

巨丰电子 需求（7人），岗

位：作业员/品保，针卡保养
南玻玻璃 需求 （39 人），

岗位：叉车工，储备干部，电
工，机械工，操作工，电气工程
师，质检员，电焊工，海外销
售，安全员

三美电子 需求 （22 人），
岗位：产线班长，设计技术，解
析技术，环安负责人，车间现场
日语翻译，产线技术，技术文
员，生产管理，采购担当

席邦实业 需求 （29 人），
岗位：作业员，采购，仓管员，
PM，产品设计，外贸业务

亚东工业 需求 （16 人），
岗位：作业员，生产技术员，DCS
技术员，稽核/审计专员，IT工程
师，电气工程师，机械技术员，
PMC/生管，生产班主管，纺织技
术员，叉车工，警卫，生产班
长，人事助理，人事专员

怡利电子 需求 （14 人），

岗位：仓管员，IQC，检具工程
师，维修技术员，装配组长，DIP
组长，部门助理，业务专员，采购
助理，采购专员，维修工程师，专
案工程师，锡炉工程师，物控

亿光电子 需求 （23 人），
岗位：成本会计，应付会计，维
护技术员，费用会计，资讯/MIS
专员，生技技术员，生管/物控，制
造领班，资深税务专员，样品技
术员，土木维修工，保安，
SQE课长，工务（水电工）

益群家具 需求 （12 人），
岗位：木工，缝纫工，IE工程
师，采购员，品质人员，文员，
CNC技术员

优越脚轮 需求 （29 人），
岗位：技术员，生产计划管理
员，业务员，注塑操作女工，橡
胶机操作女工，注塑机调机男工

展达通讯 需求（1人），岗
位：维修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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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酉立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冲压工、操作工、计划专

员、物控专员、仓管员、叉车工、技术员、
质检员、质量工程师、包装技术工程师

联系方式：沈小姐 0512-8288010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大道2599

号
申捷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机修工、文员、应收会计、

数控编程工程师
联系方式：夏先生 1337199334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龙泾路169号
苏州银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装配工、业务跟单员、销售

代表、应届毕业生、焊工、品检员、采购
员、生产主管、仓管员、折弯工、机械工程师

联系方式：朱小姐 0512-6391088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黎民北路东侧

1298号
苏州三电精密零件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员、检验员、设备保全

技术员
联系方式：吴小姐 0512-82079990-

808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金字路509号
吴江市汾湖镇临沪嘉年华酒楼
招聘职位：服务员、传菜员
联系方式：黄蓉 13901555094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东路138号
澳门大捞旗舰店
招聘职位：服务员、厨师、收银员
联系方式：胡女士 1386222189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东路355号
苏州艾特斯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韩语翻译、电工、工程人

员、帮厨、普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1810625697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越路918号
苏州诚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作业员、模具学徒、物料员
联系方式：沈女士 1852013995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杨路东侧
吴江申华铝管包装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机器操作工、包装工、品管员
联系方式：徐经理 0512-63624608

1599557763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
吴江明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驾驶员、保安
联系方式：冯经理 0512-6391692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城司路666号
苏州乐丰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CAD制图员、数冲熟练工、

折弯熟练工、折弯辅助工、仓库物料员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82880707-803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莘金路南侧133号
吴江多菱电梯配套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装配工、冲床工
联系方式：毛桂英 1391544916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东玲路旁
苏州百得胜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品检员、电焊工、普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5115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318国道与来秀路

交会口
苏州凯贸铸造工业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生管课长、设备工程师、检验

模具工、电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98868-0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康力大道289号
苏州悟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数控操作工、普工、品检员
联系方式：徐经理 1771767674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浦祥路277号
苏州丰连实业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销售代表、机修工、印

刷师傅、品管员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60286-80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湖大道与联南路

交叉口
环球五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产品包装工、数控车床操作

工、质量工程师、工程绘图员、机修工、生产
辅助、仓管员、人事行政助理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95888-88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康力大道1699号
吴江思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办公室主任、招商专员、申报

专员、综合运营员、物业助理、保洁、保安
联系方式：叶女士 13912768835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东港路443号
苏州润上光电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作业员、工程师助理、业务跟单员
联系方式：周女士 13812739927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浦北路西侧399号
苏州市合创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淘宝配货员、打包员
联系方式：林先生 18961400985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莘塔大街
苏州钰铭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电炉浇铸工、造合模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8252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莘周公路1589号
苏州海星海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品质主管、销售代表、注塑

工、金工车间主任助理
联系方式：麻先生 0512-63182707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越秀路588号
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工、氩弧焊工、钳工、环

保实验员、环保运维工程师
联系方式：李先生 1886257522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厍西路1288号
诺尔丽厨柜汾湖店
招聘职位：安装师傅学徒、导购员、设计

师、小区业务员
联系方式：黄小姐 1377167228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汽车站斜对面
苏州利莱博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人事主管、内勤文员、采购助

理、销售及外贸销售、操作工、驾驶员、钣金
工、质检员、售后、仓管员、清洁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82592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湖大道887号
苏州澳克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切割工、普工、品检员、业务助理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8881915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龙江路88号
苏州轩恒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数控折弯工、检验员、冲床

工、装配工
联系方式：胡女士 0512-63312190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金厍路638号
苏州双海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装

配钳工、装配工学徒、铣床工
联系方式：邓双全 1585165826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龙江路625号
吴江市东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职位：车工、钻工、数控车工
联系方式：罗先生 0512-63293087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康力大道777号
诺奇兄弟新材料（吴江）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仓库作业员、临时工、

客服、外贸专员、美工设计师、业务员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6363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湖大道1107号
苏州辉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工、检验员
联系方式：郑小姐 0512-8685899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大胜路
苏州明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锅炉工、叉车工
联系方式：韩先生 1800625990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318国道南
吴江通用矽酮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作业员、品管员、液态射出成

型研发工程师、仓管员、原料业务员、板材业
务员、外贸业务员、业务助理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7160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友东路168号
苏州意诺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品管、电焊工、内销

员、外销员
联系方式：姜小姐 0512-8287261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金字路501号
苏州勤德士展示器材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PMC生产计划员、仓

库录入员
联系方式：人事部 17301836314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来秀路8号
苏州廷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招聘职位：汽车销售
联系方式：李经理 1855029488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芦莘大道82号
苏州德菱邑铖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数控车床工、气保焊工、冲床

工、锯床工、叉车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97975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莘塔大街1333号
基迈克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检验员、门卫
联系方式：詹小姐 0512-82868907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杨路东侧
苏州晶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餐饮服务员、餐厅传菜员、弱

电工、大堂吧服务员
联系方式：汤先生 18862371108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芦莘大道1077号
吴江古乐包装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员、品管员、叉车工、储

备机长、印刷操作员
联系方式：郑小姐 0512-63263335-812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秋路16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