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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周六）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现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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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必达 需求（49人），岗位：快
递员 （业务员），操作工 （快递分拣
员），C1驾驶员，B2驾驶员，客服专
员

钡泰电子 需求（2人），岗位：助
理工程师

博众精工 需求（136人），岗位：
装配钳工/电工，CNC技术员，数控车
床，铣床，售后调试，IQC，焊接技
工，龙门铣技工，机架设备组装工，喷
涂技工，保安，采购工程师

常宏电脑配套制品 需求（9人），
岗位：品保副科长，品保，生管，操作
工

辅讯光电 需求 （38人），岗位：
自动化技术员，制程工程师 （BLU），
制程工程师，制造工程师（LCM），自
动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
师，领班，设备技术员，班组长，训练
员，厂务技术员，产品开发课技师

根茂电子 需求（8人），岗位：销
售专员，业务专员，AOI 助理工程
师，SMT技术员，产线班长，品保，
仓管，仓库班长

和信精密 需求 （19人），岗位：
项目管理，PE工程师，研发资深工程
师，采购专员，模具组立，折弯工

宝泰保安 需求 （26人），岗位：
保安队长，保安队员，清洁工

江苏固鑫德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需
求（8人），岗位：业务员，人事行政

恒力化纤 需求 （50人），岗位：
操作工/质检工，叉车工，包装工，电
工，储备干部，内贸业务员

江苏居上家居有限公司 需求（20
人），岗位：营销专员，销售顾问，销
售专员，电销专员

康辉新材料 需求 （54 人），岗

位：操作工，设备维修工，辅助工，保
安

金凌印刷 需求 （35人），岗位：
仓管，生管，全网机长，调墨学徒，文
员，作业员，啤机机长，模切机长，业
务员，IPQC，印前美工，工艺工程
师，质量体系

京东方杰恩特喜科技有限公司 需
求（50人），岗位：操机作业员，CNC
操作工，品质检验员，生产班组长（储
备），生产文员

峻凌电子 需求（261人），岗位：
普工，保安，仓管，品质检验员，应届
毕业生，EE 电子工程师，NPI 工程
师，前/后端开发工程师，英文品质经
理

堃霖冷冻 需求 （16人），岗位：
焊工，设计，普工，加工中心，生管文
员，品保助理

立隆电子 需求 （54人），岗位：
技术员，业务员，保安，仓管，研发工
程师，作业员

敏华实业 需求 （52人），岗位：
普工，学徒工，品管，保安，CNC冲创

锐迈机械科技 需求（14人），岗
位：机械结构工程师，电机工程师，硬
件工程师，生产经理，汽车座椅品质工
程师，硬件产品经理，汽车座椅工程
师，模具设计工程师，机械研发工程师
助理，硬件工程师助理，软件工程师助
理，冲床设备维修技术员，保安，电焊
工

上海红门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需求
（2人），岗位：销售代表

原飞航物流吴江分公司 需求（10
人），岗位：销售专员

世开进光电 需求（5人），岗位：
操作工

顺达电子 需求 （22人），岗位：
电子工程师，失效分析工程师，工程技
术员，工程助理，PE工程师，治具组
配工程师，设备课长/高工，设备工程
师，自动化维护工程师，生技工程师，
CQE工程师，可靠度测试工程师，厂
务工程师，生管管理理师，业务管理师

澳克机械 需求 （34人），岗位：
CNC 加工中心，焊工，质检员，钻
床，叉车工，仓库配料员，立车操作
员，钳工，PMC生产计划，无损检验
员，SQE，喷漆工，打包出货，体系
工程师

大荣电子 需求 （17人），岗位：
普工/喷涂工，品质检查员，采购，采
购科长

华尚模具 需求（8人），岗位：模
具/画图工程师，模具组装钳工学徒，
CNC操机学徒

苏州捷泰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
（1人），岗位：仓管

苏州精益达印刷有限公司 需求
（9人），岗位：品检，模切学徒，外贸
业务员

苏州久元微电子 需求（4人），岗
位：生产副领班 （带线），业务员，
ME/工程师，作业员

联纯水处理 需求 （15 人），岗
位：水处理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安全
员，自动化工程师，工程助理，技术员

迈展自动化 需求 （40 人），岗
位：装配技工，电气技工，锂电池售后
调试，光伏售后助理工程师，品质检验
员，物料，仓库账务，仓管，PIE工程
师

鸣动智能 需求（9人），岗位：快
丝师傅（急），慢丝师傅（急），NC编
程 （急），CNC 师傅 （急），磨床

（急），冲子研磨机师傅，放电师傅
（急）

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需求（38
人），岗位：作业员，电子件维修员，
SMT操机员，商务车司机，五金模具
钳工，检验员，注塑架模员，拉长

品翔电通 需求 （36人），岗位：
仓管，CNC编程工程师，制程IPQC，
SQE，产品设计工程师，成本分析工
程，作业员，测量人员，DQA品质工
程师，IE工程师，放电技术员，项目
管理工程师，电控工程师，模具钳工，
CNC操机，线割技术员（慢走丝），冲
模钳工，人事/招聘专员，清洁工，开
发业务

赛提发精密科技 需求 （18人），
岗位：CNC 操机师傅 （苏州吴江），
CNC操机师傅（成都崇州），火花机操
机师傅，平面磨床师傅（苏州吴江），
平面磨床师傅（成都崇州），品保，注
塑机维修师傅，钳工/组模师傅

融欣标签 需求（2人），岗位：文
控，文员

苏州市亚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需
求（11人），岗位：工程制样员，工程
PI/E，品管IPQC，工程ME，工程师
助理，研发工程师，品管IQC，仓管员

松翔电通 需求 （11人），岗位：
采购专员，模具保养员，模具管理员，
工艺工程师，IQC，FQC，压铸技术员
（锌合金），设备技术员，CQE工程
师，保洁

同泰新能源 需求 （47 人），岗
位：设备维护技术员，品质 IPQC，
QE，SQE+QS，操作工

迅钊电子 需求 （18人），岗位：
打磨工，普工，工艺主管，工程经理，
钣金工程师，制图员，生管/生物管，

折弯工，钳工，组装工，上下挂
银海机电 需求（27人），岗位：生产

经理，机械科长，机械工程师，技术员，
生产计划，普工，折弯工/学徒，焊工，叉
车工

英维克温控 需求（35人），岗位：作
业员，仓管员，检验员，（钎）焊工，测试
技工，工艺工程师，保洁

百程精密 需求（5人），岗位：成型
技术员，送货员，上下模，作业员，仓管

吴江变压器 需求（20人），岗位：设
计人员，熟练焊工，电气装配工，铁芯叠
片工、剪片工，熟练激光切割工

华丰电子 需求（26人），岗位：业务
代表-汽车电子（北京），业务代表-CP-
BG（深圳），研发工程师，自动化机构工
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作业员

绿怡固废回收 需求 （4人），岗位：
实验室分析员，仓库管理员，生产工程
师，化学化工工程师，主管

天龙机械 需求（32人），岗位：工艺
员，生产助理，总经理助理，质量管理体
系专员，机加零件检验员，加工中心操作
工，数控车床操作工，钳工/修毛边，保
洁，制图员

午星电子 需求（3人），岗位：税务
会计，业务跟单，保安

亚东工业 需求 （53人），岗位：普
工，厂务/公用技术员，机械技术员，仪电
技术员，储备技术员/干部，业务专员，开
发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叉车工

伊之密精密 需求（7人），岗位：机
械设计工程师，CNC操作工，仓管员，清
洁工

中达电子 需求（126人），岗位：TE
工程师，ME工程师，IE工程师，品保工程
师，ME课长，PE/IE课长，TE课长，IT数据
运维工程，IT硬件维护工程师，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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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9月24日（周六）上午900~1130
地点：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市场

（吴江区开平路300号人社局1楼东门）
网址：http://www.wjrlzysc.com/
联系电话：0512-63950629

0512-63950631
公交路线：从吴江客运站乘708、719、732路到

“人社大厦站”下，由人社大厦南门转向东门招聘大厅即
可；乘733路到“人社大厦东站”下，到人社大厦东门
招聘大厅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