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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东太湖旅游综合管理
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超市营业员、茶室服
务员

麦果优品
招聘岗位：营业员/烘焙员、咖

啡师/烘焙师/裱花师、品质管理员、
销售代表、营销策划、人事专员

苏州萌狮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总经理助理、

人事专员、会计、出纳、销售助理、
阳光房设计师（助理）、技术员、生
产车间储备干部、操作员

苏州埃欣空气过滤系统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检验员、操作工、文

员
苏州纬度饰界·装饰设计
招聘岗位：家装顾问、首席设计师

苏州语之向集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人事经理、行政前

台、销售经理、销售专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吴江中山北路

证券营业部
招聘岗位：理财规划师、营业部

副经理
苏州明珠物业(保洁)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小区工程维修人员、

小区客服人员、工程部客服人员、小
区储备项目经理、外单位项目经理、
品质部专员、人事行政专员

横扇联华超市
招聘岗位：收银员、理货员
玖别客栈
招聘岗位：接待员
斯强健身
招聘岗位：私人教练、会籍主

管、会籍顾问
恒力苏州湾景苑物业
招聘岗位：秩序员、监控员、保

洁主管、保洁人员、工程水电工、客
服主管、样板房管理员

苏州市欧巴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钣金设计、氩弧焊

工、氩弧工学徒、帮工、文员、业务
助理、采购助理、车间主任、会计、
工程业务跟单、工程项目经理、仓
管、激光切割师、钣金折弯师、批发
市场部经理

上海森耐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抖音淘宝直播运营、

京东淘宝拼多多客服、销售代表、电
商美工

苏州市纯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CAD绘图技术员、
氩弧焊师傅

苏州长龙车业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汽车销售主管/展厅经

理、汽车销售顾问、电话/网络销售
专员

匠心罐茶
招聘岗位:出纳 （会计） 专员、

销售总监、销售经理、销售专员
苏州市月星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行政主管、检验员、

销售人员、操作工、物资部助理
苏州昆仑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杂工、财务会计、纺

丝熟练操作工、应届大学毕业生
吴江骑士设计工作室
招聘岗位：设计师、业务主管、

业务员、网站运营、平台招商推广
苏州玫瑰园园艺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驾驶员、生产基地管

理人员、电工 （本地人，有电工
证）、淘宝专员、美工、花卉销售
员、盆景养护人员、保安、主办会
计 、会计助理、人事助理

吴江佳力高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纺丝工、组件工、卷

绕工、保全工、电工、包装工、外
检、织袜工、加弹工

威法高端定制
招聘岗位：高端定制主笔设计

师
苏州航菱微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应届生、品质工程

师、装配工程师、检验员、激光技

师、电工、文员
苏州市亚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采购助理、业务助

理、品管文员、IPQC、体系专员、
OQC、客服工程师、制样员

精瑞激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前台、销售助理 、

销售专员、销售经理、总经理助
理 、企业策划、电工、调试员

皇嘉大东港美容Spa
招聘岗位：店长、高级美容师、

美容顾问、美容学员
LivingLab智能家居体验馆
招聘岗位：导购、销售
苏州巨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预决算员、资料员、

文员
苏州麟业模具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模具工、模具设计、

项目人员、模具学徒普工
苏州东方康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总监、技术研发

经理、安装培训师
吴江新创意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预决算员、材料采

购、资料员、总经理助理
勇胜众创(苏州)区块链科技有限

公司
招聘岗位：文案、总机接待、行

政助理
苏州硕泰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总经理助理、品质主

管、采购课长、采购文员、总务专
员、跟单文员、会计文员、体系专
员、仓库主管、生管文员、品检员、

工艺工程师、卧加 CNC 操作员、
CNC主管、CNC领班、CNC编程、
CNC操作员、数控车床操作员、铣
床操作员、操作员、冲子机技师
平面/水磨技师、备料及钳工、包装
工、机修员、快丝操作员

成工业制衣（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业务跟单、QA专

员、IT人员
苏州伊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软件销售经理
吴江区松陵镇宇通汽车护理用品

经营部
招聘岗位：女店员
苏州迎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品保主管、品保工程

师、SMT程序员兼文员、SMT技术员
吴江晋亿标准件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IATF16949体系工

程师、业务员、管理部文员
苏州璟洪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会计
苏州科思瑞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现场项目管理人员、

办公室内勤人员、机械或环境工程设
计、CAD设计

吴江科创精密模具厂
招聘岗位：模具师傅 （钳工）、

磨床、铣床、放电师傅、学徒、普师
吴江净明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业务员
江苏宝汇通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地区运营总监、客服

代表、美工（文案编辑）
江苏河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工程师、技术工程师
苏州欣派铂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采购销售助理、营销策

划、品牌区域经理、家具销售、资材部
文员、资材部管理员、软装设计师、淘
宝客服

苏州弘远众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评估助理
苏州恒洁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区域经理、业务员
苏州忠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操作工
苏州天茂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业务总监、业务专员、司机
苏州康诺运输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人事、会计、司机
苏州联业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车床师傅 、品保部品

保、CNC操机、CNC师傅、组装工程、
CNC学徒、磨床师傅、CNC编程、大量
招收普工

吴江泰格电器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门店促销、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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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投料工、搬运工、
叉车工、经警

苏州市弘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业项目经理、副经

理、物业工程主管、市场发展经理、管
理员、水电工、保安队长、保安员、保
洁员

吴江区松陵镇亚飞建材经营部
招聘岗位：销售员、导购、财务

周六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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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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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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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立名铨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仓库统计
联系电话：13812733733
苏州赛博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普通操作工、文

员、理单、跟单、缝纫工、储备干
部、质检员

联系电话：18994306280
吴江如金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跟单
联系电话：18962545605
吴江市住好家房产经纪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销售
联系电话：13812646577
苏州市恒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安队长、形象保

安、保洁员、巡逻保安、监控员
联系电话：13776158661
吴江市鹏翔房地产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业保安、招商专

员、推广专员、物业工程员、物业
绿化养护员、物业保洁员

联系电话：13606250692
苏州伊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软件销售、销售主

管、Web前端程序员
联系电话：18913719559
吴江市隆太昌绸厂
招聘岗位：有梭织机摇纡学徒

工
联系电话：13606256490
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统计员、纺丝工、

卷绕工、质检员、电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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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工、装造工、无捻并
工、牵经工、包覆机工、络丝工、
搞卫生装车工、分批整经工、倍捻
工、倒筒工、并轴工、运输工

联系电话：63552907
吴江佳力高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挡车工、吸毛工、

干燥工、生产调度工、数据分析
员、组件工、外检工、加弹工、检
验辅助员、高压电工

联系电话：13771693147
苏州军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安员、保安大队

长、形象保安、保洁员、储备干
部、司机

联系电话：18262195958
时兴纺整（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成品检验员、涂层

操作工、行政专员、保安
联系电话：13511617218
盛泽丝帛服装厂
招聘岗位：缝纫工、后道工、

检验员
联系电话：18962535197
吴江赴东扬程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平牵工、卷绕工、

加弹工、物检工
联系电话：13962509709
盛世锦江国际大酒店
招聘岗位：前台服务员、客房

服务员、餐饮服务员、传菜员
联系电话：1391374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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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投料工、
搬运工、叉车工、消防员、经警、
业务员、外贸业务员、炼化销售主
管、炼化销售业务员、网络管理
员、6S监督员、文员、统计、辅
助工、清洁员

联系电话：1525019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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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接警员
联系电话：18963688860
江苏盛恒化纤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纺丝纺丝工、纺丝

卷绕工、纺丝保全工、纺丝标签
工、纺丝组件工、纺丝加料工、纺
丝抄表工、质检外检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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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部包装工、叉车工、机
修工、统计、电焊工

联系电话：13812772789
苏州和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外贸业务员、勤杂

工、提花后整操作工、分条整经
工、描稿调色员

联系电话：18912756066
苏州巨联环保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员、工艺配伍

化验主管、污水处理操作员、仓库
管理员、化验分析员、装卸工、机
修工、统计员、GPS监控员、危
货驾驶员、安全员、环保专员、
设备运维工、电工、会计、保
安、网络管理、电焊工、外贸销
售员

联系电话：13912727719
吴江市新森林印染品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业务员、总经理助

理、对样员、溢汽流车间主任、财
务统计、机修工、染色工、前处理
工、保安、污水工、挂码工

联系电话：13912721767
吴江市鹿鸣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工厂统计、喷气挡

车工
联系电话：18913721689
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盛

泽分公司
招聘岗位：保安、保洁、低压电

工
联系电话：1330155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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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区盛泽镇丰源食品商行
招聘岗位：营业员
联系电话：18625071172
苏州市吴江区滨湖职业培训学校
招聘岗位：招生老师、教务老师
联系电话：18912728418
吴江柏高纺织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理单、业务员
联系电话：13912754945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统计、跟单、检验

员、外贸业务员、理单、会计
联系电话：1896259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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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0283625
苏州岭潮织造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业保洁员、统计、

物业保安、房地产文员
联系电话：15962556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