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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盛泽镇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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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企事业单位和求职者提供优质服务平台

每周五定期举办大型免费招聘会每周五定期举办大型免费招聘会
举办时间：900—1130

联系电话：0512-63559123 63561315 63563191 企业人事群QQ号：229257851 个人求职群QQ号：231400487

政
府

公
共

公
益

服
务
民
生

服
务
企
业

盛泽镇人力资源市场是盛泽地区唯一的公共就业
服务平台，长期为单位提供招聘登记、招才引才服务，
为求职者免费提供登记和就业推荐服务，欢迎需要招
聘的企业提前3天预订摊位，以便安排，同时欢迎广
大求职者届时前来现场求职应聘。

地址：盛泽镇舜新中路大润发东侧丝绸大厦1~2楼
联系电话：0512-63561315 63559123
公交：761、762、765、766路，到衡悦广场或

大润发超市站点下。

苏州金多利纺织新材料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学徒
联系电话：15062626443
苏州弘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水电工、保安队

长、保安员、保洁员
联系电话：63002358
苏州泽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文员、仓库统计、

业务员、清洁工、厨师
联系电话：13862129090
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盛

泽分公司
招聘岗位：工程副主管、低压

电工、保洁员、保安
联系电话：1590625553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支公司
招聘岗位：行政助理、销售、

文员、储备干部
联系电话：18001553549
苏州岭潮织造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业保洁
联系电话：15962556188
大泽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打卷工、退卷工
联系电话：13962586802
加乐福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文员、跟单

联系电话：15050385888
吴江市隆太昌绸厂
招聘岗位：成品分码工、有梭

织机学徒工
联系电话：13606256490
吴江佳力高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电工、数据分析

员、纺丝工艺员、操作工、业务助
理、车间主任助理、并轴工、锦纶
加弹工

联系电话：13814559970
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车间主任助理、业

务助理、车间统计员、喷气操作
工、白坯检验员、喷水操作工、上
轴工、倒筒工、落丝工、倍捻工、
卸三元工

联系电话：13814559970
吴江市新森林印染品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电工、五金仓库统

计、打样工、机器挂码工、打样学
徒、保安

联系电话：13912721767
苏州吴江鼎好不动产经纪有限

公司
招聘岗位：房产经纪人、销售

代表、置业顾问、权证专员、电话
售后客服

联系电话：15335265989
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纺丝工、卷绕工、
后纺检验员

联系电话：63517386
苏州新民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喷气挡车工、剑杆

挡车工
联系电话：63552907
苏州和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安、上轴工、保

养工
联系电话：18912756066
江苏东方英塔安防保全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驻卫警、巡逻警、

接警中心文员
联系电话：18963688860
苏州巨联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安、激光切割操

作员、污水处理技术员、维修电
工、机修工、实习生、操作工、
机械装配工、仓管员、机械制图
员、化工工艺工程师、项目申报
经理、危货驾驶员、电工、网络
管理员、辅助工、品检员、电气工
程师

联系电话：13912727719
苏州金伦家居广场管理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导购员、业务员、

店长、业务经理、制图设计师、文

员
联系电话：18901555590
苏州盛虹酒店有限公司吴江盛

虹万丽酒店
招聘岗位：中餐厅主管、中厨

房砧板员工/领班、楼层服务员
联系电话：63037888
苏州扬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纺丝工、卷绕工、

加弹工、摇袜工、包装工、人事主
管、会计、电气主管、电气员、保
全工、泵板工、电焊工

联系电话：13451677303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自动穿综学徒、

成品检验学徒、修筘学徒、分综
工、拉轴工、化水工、保安、车间
统计

联系电话：18362519897
江苏盛恒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纺丝纺丝工、纺丝

卷绕工、纺丝标签工、纺丝中控
员、纺丝组件工、纺丝加料工、质
检外检工、纺丝部抄表员、质检摇
袜工、质检染判员、质检截面工、
质检物检员、质检计量员、加弹部
加弹工、统计

联系电话：13812772789
吴江赴东扬程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检工、加弹工、

卷绕工、装丝小工
联系电话：13962509709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门市销售、跟单、业

务助理、会计、店员、理单
联系电话：18962598608
苏州新晨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卷绕工、纺丝工、外

检工、物检工、包装工、机修工、纺
丝维修工、泵板工、投料工、中控
员、聚酯打包工、干燥工、干燥主
管、配合安装工、仓库管理、文员、
空压工、夜班保安

联系电话：13901552072
吴江三联印染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染色工、打样工、碱

量工、开幅脱水工、压水工、退卷
工、配桶工

联系电话：18912713633
吴江区盛泽镇宇华通讯材料厂
招聘岗位：复合工、烘干工
联系电话：13606254210
苏州满满家政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洁师
联系电话：17768010201
吴江市鹏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业保安、物业绿化

养护工、物业工程、物业保洁
联系电话：13606250692

周六招聘信息
苏州优若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专员、营销主管、区域

营销，20~35周岁，高中以上学历，会操作
电脑，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有销售经验者优
先录用，要求性格外向、反应敏捷、表达能
力强，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能
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基本工资2660元/月
（包含餐补200元、房补200元、全勤100
元）+绩效工资1200元/月+提成300元/台
（公司提供用餐，扣除餐补员工另需缴纳
300元/人/月），单位缴纳五险

江苏中灿建设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资质维护文员、出纳、行政

助理各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有驾驶证

者优先，待遇面议

松陵镇梦赛特迩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招聘岗位：店长，1名，大专及以上学

历，30岁以下；讲师，1名，大专及以上学
历，30岁以下，对儿童教育感兴趣，有幼教
经验者优先，应届毕业生

苏州市吴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旅游顾问、会计、前台接待，要求

是专科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或毕业2年内人
才，要求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对旅游行业有
热情，语言表达清晰，熟悉办公软件，具备良好
的文字功底，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县府路
320号；陈女士：13506256287或17768658766

苏州伊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软件销售经理，女，23~35

岁，大专以上学历，营销类专业优先，不限相
关行业工作年限

吴江区百悦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喷水保全工，会维修，也可以

包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单位缴纳社保，月
薪8000元，年薪10万元左右；挡车工，若干
名，薪资面议，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和
安 排 ， 无 不 良 嗜 好 ； 联 系 人 ： 卢 女 士
13771655996，工作地址：吴江区庙港230省

道加油站东侧

浦发银行苏州分行信用卡部
招聘岗位：销售代表（信用卡客户经理），全

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有责任心，能承受较
大的工作压力，公司提供各种福利待遇

陶浦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设计人员、销售助理、行政文

员、生产主管、仓库管理员、出纳

苏州市江友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外贸业务员、英语翻译

吴江大润发万宝店
招聘岗位：储备干部、蔬菜主管、业务

员、物流助理、清管员工、肉品员工

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国际采购员、采购员、采购助

理、环保工程师

苏州永乐影城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兼职服务员、放映员

吴江叶氏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出纳会计、送货司机、仓管

苏州希阿埃水泵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采购（需出差）、财务专员、

财务助理、氩弧焊工

苏州紫薇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员

苏州扬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人事主管、电气主管、电气

员、泵板工、装卸工、操作工（卷绕工、纺丝
工、加弹工）、摇袜工、包装工

吴江区良良法律咨询服务部
招聘岗位：律师助理、业务员、案件拓展员

中达电子零组件（吴江）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SMT制造工程师、SMT设备

工程师、SMTQA工程师、测试工程师、零件
工程师、仪校工程师、采购管理、业务代表、
项目自控工程师、智能制造系统整合业务、机
构设计工程师、冲压工程师、CNC调试工程
师、CNC 设备工程师、NPEME 助理工程
师、ME助理工程师、车床、铣床工程师、IE
工程师（光学镀膜方向）、IE工程师、制造维
修助理工程师、SQE工程师、制造工程师、
品质工程师（机构方向）、会计管理师、EHS

苏州博馨跃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淘宝人员、普工（男）

苏州恒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室内设计总监、分公司总经

理、事业合伙人

苏州凡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专员、助理

浩祺食品商行
招聘岗位：饮料酒水送货工数名（男）、

仓管1名（男）、管账财务1名（女）

苏州满满家政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市场专员、家政售后员、话务

员、家政保洁师、临时工

吴江区松陵镇快墅五金店
招聘岗位：业务员、营业员、导购员、会

计、送货员、安装工、后勤阿姨、帮工

康瑞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洁人员

雄孩子机器人3~16岁儿童乐高创意中心
招聘岗位：乐高课程老师、课程顾问、市

场推广、男教师、前台教务、市场专员

城市便捷酒店连锁
招聘岗位：店助、值班经理、客房主管、

财务、客房服务员、前台接待、厨工、餐厅服
务员、保安、公区保洁

苏州同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锌镁铝产品工程师、工程助

理、开发业务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操作工、外检工、保全工、电

工、投料工、搬运工、叉车工、经警、机修

沃尔玛（江苏）商业零售有限公司吴江江
兴西路分店

招聘岗位：促销部员工、大单员工、清洁
员、非食品部员工、鲜食/食品部员工、资产
保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