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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多菱电梯配套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冲床工、模具工、剪板工
联系方式：毛桂英 1391544916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东玲路旁
吴江思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招商专员、申报专员、创业

园综合运营员、物业助理、水电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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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诚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作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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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银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装配工、业务跟单员、采购

员、销售代表、应届毕业生、焊工、品检
员、仓管员、折弯工、机械工程师、工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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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润上光电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仓管员、工程师助理、采购

助理、作业员、品管员
联系方式：周女士 1381273992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浦北路西侧399

号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叉车工、机械手焊工、文员

助理、保洁员
联系方式：薛先生 0512-8207266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越路288号、

388号
艾诺曼帝（苏州）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工
联系方式：李小姐 0512-6326969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东路1999

号（腾飞工业园对面）
苏州凯贸铸造工业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模具课长、技术员、检验模

具工、品检员、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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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智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品管员、作业员、文员、仓管
员、出纳

联系方式：张小姐 0512-63271895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浦港路东侧2号厂

房
苏州易升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仓管员、检验员、助理类文

职、助理工程师
联系方式：贺小姐 0512-82079637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月西路269号
吴江申华铝管包装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机器操作工、冲床工、包装工
联 系 方 式 ： 徐 经 理 0512- 63624608

1599557763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
吴江名臣标识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学徒、应届毕业生、销

售员、业务员、外贸接单员、项目设计工程
师、销售助理、项目经理、销售总监

联系方式：人事部 1775115512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大道2588号
苏州意华电工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作业员、品管员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8207875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来秀路599号
派克诺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食堂烧饭阿姨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82065082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杨路218号
苏州艾特斯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韩语翻译、电工、叉车工、普

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1810625697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越路918号
苏州三电精密零件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员、检验员、模修技术员
联系方式：吴小姐 0512- 82079990-

8086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金字路509号
吴江市东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职位：钻床工、车工、技术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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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员、

外贸专员、淘宝客服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63633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湖大道1107号
力索兰特（苏州）绝热材料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普工、电工、实验室实验员、

化学分析师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行政部 0512-

63916625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大道2728号
苏州安信伟光木材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叉车司机、操作工
联系方式：陆小姐 0512- 63257111-

8000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安东路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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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驾驶员、钣金工、气保焊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63282592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湖大道887号
江苏聚力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剪板工、折弯工、冲床工、焊

接工、检验员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82880000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新黎路300号
苏州知音温德姆酒店
招聘职位：保安、清洁工、销售、洗碗

工、寒假工、楼层服务员
联系方式：周小姐 0512-63260777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芦莘大道888号
苏州顶智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工
联系方式：徐小姐 0512-63198060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大道南侧

1799号
环球五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数控车床操作工、工程绘图

员、机修工、仓管员、人事行政助理、产品包
装工、质量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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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澳克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品检员、业务助理、业务员、

总务助理、油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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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冲床工、数控折弯工、技

术助理、模具工、折弯工、电焊工、装配工、
剪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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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工、电气工
程师、电工学徒、装配工学徒

联系方式：邓双全 1585165826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龙江路625号
苏州瑞昂智能汽车配件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助理设计工程师、销售工程

师、机械设计工程师、设计研发总监、电子开
发工程师、质量工程师、产品项目工程师、销
售经理、采购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外贸经
理、财务、绿化工

联系方式：人事部 0512- 63206599-
805 18901551529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来秀路599号
苏州酉立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叉车工、冲压工、技术员
联系方式：沈小姐 0512-82880101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临沪大道2599号
吴江古乐包装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操作员、品管员、储备机长、

叉车工、印刷储备机长、辅助工
联系方式：王小姐 0512-63263335-812
公司地址：汾湖高新区汾秋路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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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版 面 有
限，获取更多招
聘职位信息可登
录 网 站 www.
wjhr.net 查 询 或
参加每周六人才
专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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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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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维阀门 需求（8人），岗位：销
售主管，阀门检验员，打磨，HSE主
管，销售支持

亨通光导 需求 （27人），岗位：
商务专员，工艺工程师，厂务维护员，
机械工程师，男保洁，质量工程师，生
产管理储备，技术作业员

峻凌电子 需求 （51人），岗位：
PE工程师（smt），NPI工程师，功能
维修，AOI工程师，物控，松下设备
工程师

堃霖冷冻 需求（7人），岗位：生
产技术员，电工，加工中心

三进光电 需求 （10人），岗位：
成型技术员，LGP检查员，勤杂工，
生管文员，安全管理工程师，业务（日
语）

顺达电子 需求 （15人），岗位：
IE 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电子工程
师，自动化维护工程师，加工工程师，
治具设计工程师，机构工程师，SQE
工程师，PQE工程师，CQE高工，业
务管理师

格优碳素 需求 （26人），岗位：
圆刀机长，测试员，作业员，QE工程
师，材料工程师，韩语翻译业务助理，
仓管，生产文员，采购助理，工程技术员

卡瑞电子科技 需求（20人），岗
位：外贸业务员，注塑工程师，注塑领
班，采购，办公室文员，电子工程师，
研发工程师，业务员，销售助理，机构
设计工程师

瑞赛科物流 需求（7人），岗位：
销售助理，销售员

世华新材料 需求 （16 人），岗
位：作业员，仓库账务员，销售助理

泰硕电子 需求（16人），岗位：研
发工程师，助理研发工程师，组长，物
料员，PE工程师（VC），PE试产工程
师， IPQC，前台文员，CSR 专员，
PQE工程师

易升电梯 需求（68人），岗位：本
科应届生，质量工程师，检验员，普
工，叉车工，供应商质量管理，助理类
文职，机械工程师，体系工程师，采购
外协，区域销售经理，合同评审

银禧科技 需求（15人），岗位：操
作工，测试员，品质工程师，配色储备
员，技术员，设备主管

泰金宝电子 需求（17人），岗位：
PCA&EE工程师，品质工程师，QC工
程师，NPI工程师，QA工程师，材料
采购，客服，工安稽核，自动化电控工
程师，机构设计工程师，文员，FAE工
程师，应用开发工程师

巨丰电子 需求（8人），岗位：作
业员/品保，针卡保养，测试工程师

三美电子 需求（24人），岗位：产
线班长，设计技术，解析技术，环安负
责人，品证主管，日语翻译，产线技
术，产线文员，作业员（IPQC），SQE

英诺时装 需求 （121人），岗位：
缝纫工，小烫，专机工，计划员，成本
会计，人事行政助理，储备干部

亿光电子 需求（14人），岗位：资
讯/MIS专员，生技技术员，制造领班，
样品技术员，保安，设备维护课长，维
护技术员

友华精密 需求（13人），岗位：测
试工程师，业务，生管，仓管，机械设
计，组立调试，模具设计，生产文员/助
理，保安/守卫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因工作需要，决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4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无不良记录，身体健

康；
2.年龄35周岁以下（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符合招聘岗位需要的具体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二、招聘岗位及数量

三、招聘程序
1.报名方法。本人自愿，并符合本简章的招聘对象和条件的，均可报

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需下载并填写“报名登记表”，将“报名登记表”
word文档发送至邮箱：wjhrzp@126.com (下载网址：http://www.
wjhr.net，上传文件名格式：岗位编号+姓名，恕不接受报名表的扫描件
或图片格式）并准备好以下报名材料：①本人户口簿、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书、职称资格等级证书、荣誉证书及招聘岗位所需提供的其他证明
材料。②工作经历需提供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③近期2寸正面免冠彩照2
张。本人直接报名有困难的可委托他人代为报名，代报人需提供本人身份
证及委托书。

2.报名时间。自发布简章之日起至1月15日止（工作日报名时间：上
午9∶00—11∶00,下午13∶00—16∶00，周六、周日报名时间：上午9∶00—
11∶00）。

3.报名地点。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804室（吴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1028号）。报名咨询电话：63102345，63960568。

4.考试。①达不到开考比例的岗位，根据实际情况核减招考计划，直
至取消该岗位。② 本次考试采用人岗相适度评价、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根
据人岗相适度评价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3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
不足1:3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进入面试人选。③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
的形式进行，成绩以百分制计算，设60分为合格分数线。面试时间及地点
另行通知。

5.体检及政审。根据面试成绩按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
定参加体检人员的名单（面试成绩相同的取人岗相适度评价成绩高者），体
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进行，体检费用自理。对体
检合格者组织政审，因体检、政审不合格或录用过程中出现缺额的，在报
考岗位的人员中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四、其他
1.经考试、体检合格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

结果不影响录用的，办理录用手续，按规定时间报到，与原单位发生人事
（劳动）争议等事项，由本人负责协商解决。

2.试用期为六个月，试用期间不合格的解除聘用。
报考人员须对本人所提供的各类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者，一

经查实，取消录用资格。本简章只适用于本次公开招聘工作，由开发区组
织人事和劳动保障局负责解释。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人事和劳动保障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招聘简章

用人
单位

开发
区发
展总
公司

岗位

财务

融资
管理

文员

岗位
编号

01

02

03

人
数

2

1

1

岗位要求

1、苏州大市户籍，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
及以上学历,财务财会类、审计类专业；
2、具有中级及以上会计职称，2年及以上
主办会计工作经验；
3、具有高级会计职称，年龄可放宽至40
周岁（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1、苏州大市户籍，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
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具有3年及以上银行信贷或大型企业融
资工作经验。

1、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计
算机类、公共管理类专业；

2、男性，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开考
比例

1∶2

1∶3

1∶3

备注

年薪
不低
于10
万

年薪
不低
于5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