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07 人才广场人才广场

才聚萧然—萧山区秋季人力资源交流大会
时间：9月10日 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199号

01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部门助理/文员2名；体系工程师1名；安环主管1名；
物控专员4名；网络工程师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宁东路35号
联系方式：姚先生、平小姐82608855
(符合条件的请先发简历，等候面试通知)
电子邮箱：yaoguofei@sunon-china.com
02 杭州贝思麦进出口有限公司
杂工2名；档车工2名；仓管1名；QC1名；外贸业务1
名；外贸跟单1名；电商运营4名。
联系地址：通惠北路12号柏丽轩802室
联系方式：刘小姐57189695
电子邮箱：assistant@chinabestsmile.com
03 浙江为了家晟兴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10名；外联专员5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市心北路563号3单元9楼综合行
政部
联系方式：来先生57129116
电子邮箱：862190234@qq.com
04 恩希爱(杭州)薄膜有限公司
应届本科生（研发方向或管理方向培养）10名；反光
膜、保鲜膜制造操作工10名；机修钳工1名；保鲜膜销
售2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鸿达路99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82696666
电子邮箱：zhaopin@ncihz.cn
05 杭州萧山华益塑料有限公司
自动化操作工10名；销售内勤2名；外贸业务员2名；
营销员2名；工艺员2名；维修电工2名；办公室主任1
名；人力资源经理1名。
联系地址：所前工业园联谊路1号
联系方式：沈先生82239123
电子邮箱：zhanghy_008@163.com
06 杭州喜连连建材有限公司
设计师5名；销售6名；导购员8名。
联系地址：鸿宁路458号
联系方式：潘女士82880753
电子邮箱：hzluyue@126.com
07 杭州永利百合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1名；电气工程师（非标）2名；自动化工程师
（非标自动化设计）1名；技术总监/产品开发工程师（品
技副总）1名；模具设计师/工艺设计师1名；总经理助
理2名；信息部长1名；人力资源部长1名；主办会计1
名；外贸跟单（国内）/驻外业务员4名；IE工程师1名；
内贸业务员3名；应付账款（国内）/驻外会计3名；储备
干部/生产计划员若干名；电工/电动机维修3名；项目
申报1名；一线普工、技工学徒若干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义桥配套园区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82419103
电子邮箱：unibear37@unibear.com
08 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经理/主管1名；保安10名；保洁10名；会计2名；电工
高配工1名；市场专员2名；设施维修工2名；文秘1
名；管家/客服（就近安排）2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918号萧山剧院4楼综合部
联系方式：张女士83507995
电子邮箱：792913871@qq.com
09 杭州正恒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10名；信息专员1名；门店经理3名；案场销
售4名；招聘专员1名；人事专员1名。
联系地址：萧然东路71-77号二楼
联系方式：汪女士18267147962
电子邮箱：369288537@qq.com
10 杭州信易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若干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城路1616号嘉瑞培训大厦17层
联系方式：汪女士13588701163
电子邮箱：wanghaiyan1163@163.com
11 杭州佑展实业有限公司
开发工程师5名；生技试做工程师2名；工装治具组装维
修师2名；NC（数控）操作实习生2名；自动化工程师3
名；生管工程师1名；电焊工实习生5名；普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临江工业园区经五路3688号
联系方式：汪女士82952936转8105
电子邮箱：wangyajuan@yowjaan.com
12 杭州市萧山区灵曼外语培训学校
人事兼职出纳1名；学管师1名；课程顾问2名；外呼专
员2名；行政前台1名；英语老师1名。
联系地址：恒隆广场B座2号楼619室
联系方式：夏老师22820272
电子邮箱：519728760@qq.com
13 杭州宜家房屋置换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10名；信息专员1名；门店经理3名；案场销
售1名；主办会计1名。
联系地址：萧然东路71-77号
联系方式：汪女士18267147962
电子邮箱：369288537@qq.com
14 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技术咨询5名；工程技术咨询5名；文字编辑5名；
BIM工程师2名；计算机专业人员3名；智慧城市建设
及标准化3名；标准化工程师3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398号金茂大厦写字楼5楼
联系方式：叶女士15158100579
电子邮箱：1580297687@qq.com
15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1名；电气工程师1名；设备工程师1名；应
用研究2名；应用实验2名；化工质量检验（2018届）4
名；工艺技术储备（2018届）4名；生产管理储备（2018
届）4名；机电维修储备（2018届）3名；污水处理储备
（2018届）2名；化工操作工5名；叉车兼仓管1名；车间
勤杂工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宁新村104国道旁
联系方式：周先生83537267
电子邮箱：13452@etransfar.com
16 浙江汇德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物中心后台账务1名；收银员购物中心1名；集团会计
1名；平面设计1名；购物中心客服1名；家电配送仓管员
1名；家电暖通业务员10名；广告中心业务员1名；银隆
百货运营专员1名；安全管理员1名；销售顾问1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298号银隆百货19楼人力资源部
联系方式：谭小姐82622195
电子邮箱：hdljd8988@163.com
17 浙江明华纺织采购博览城有限公司
纺织品成分实验检测员2名。
联系地址：衙前镇明华村中纺城会展中心
联系方式：卫先生18258118683
电子邮箱：986743963@qq.com
18 浙江昶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校长助理1名；市场、销售经理1名；民乐教师数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东灵北路68号航坞文化创意园内
联系方式：单老师82570812
电子邮箱：2127511295@qq.com
19 杭州佳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检验员3名；电焊工/气割工3名；钣金工3名；加工中心

操作员5名；业务跟单员1名；机械装配工3名；机修工1
名；机械制图员1名；品管部长1名；生产部长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199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22834026
电子邮箱：lidong@kanon-machine.com
20 杭州市萧山区启恩教育培训学校
科学老师2名；语文老师2名；英语老师2名；数学老师
2名；课程顾问5名；前台接待2名；人事专员2名。
联系地址：南秀路1554号万都晶典公寓（电大旁）
联系方式：王先生13758146414
电子邮箱：405985728@qq.com
21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文员1名；冲床工1名；男女普工若干名；驾驶员1名。
联系地址：浦阳镇桃源村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82326275(招聘专用）
电子邮箱：rsb@zjcps.cn
22 杭州洪昌纸制品有限公司
检验员1名；机台长1名；保安1名；普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达路269号
联系方式：人事部82696533
电子邮箱：446160696@qq.com
23 浙江禧福珠宝有限公司
会计助理1名；成本会计1名；数据分析员1名；咖啡店
收银1名；市场策划1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216号大成名座禧福珠宝
联系方式：杨小姐83517383
电子邮箱：327151933@qq.com
24 杭州海利机械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4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通一村下戴
联系方式：邵女士82421339、13819170102
电子邮箱：756790661@qq.com
25 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助理1名；产品专案经理/助理1名；产品开
发工程师1名；品质工程师1名；文员1名；技工类5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二路1255号&
1503号&高新九路168号
联系方式：徐小姐82864981、83821200
电子邮箱：hz-hr04@lorom.com.tw
26 杭州辰亦科技有限公司
眼保健师/店长助理/出纳3名。
联系地址：旺角城新天地金座1幢1单元1201室
联系方式：陈先生15858187067
电子邮箱：909552213@qq.com
2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公司
保险代理人3名；金牌经理人2名；销售主管3名；经理
助理1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99号（中冠置地大厦）
联系方式：郑女士13868044867
电子邮箱：690932089@qq.com
28 杭州中正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房产中介经纪 10名。
联系地址：飞虹路1531号
联系方式：楼先生13456779988
电子邮箱：287568702@qq.com
2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
公司
保险代理人若干名；优才计划若干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258号银隆百货B座圆方城6楼
联系方式：李女士18814864348
电子邮箱：865725509@qq.com
30 杭州会种惠卖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微信运营专员1名；销售专员2名；生鲜店店长 2名；
生鲜店店员5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万源路101号台湾城10号楼2楼
联系方式：王女士15968171204
电子邮箱：10589638951@qq.com
31 科尔集团有限公司
客服主管（科尔物业）1名；物业维修（科尔物业）1名；
物业礼宾/保安（科尔物业）3名；保洁（科尔物业）若干
名；统计收发（科尔珠宝）1名；车间主任助理（科尔珠
宝）1名。
联系地址：新塘街道萧绍东路168号
联系方式：曹小姐82780809，姚先生83531603
电子邮箱：zjkeer@126.com
32 杭州特爱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普工10名；检验4名；机修2名。
联系地址：新街街道江南村16组66号
联系方式：汪小姐82833998
电子邮箱：2541634824@qq.com
33 杭州艾文斯通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5名；业务经理2名；电话销售2名。
联系地址：钱农东路8号达利（中国)2号楼5楼
联系方式：汪女士22855266
电子邮箱：22924283@qq.com
34 杭州奥罗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葡萄酒事业合伙人若干名；销售代表（全职/兼职）若干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方式：陈小姐82838868
电子邮箱：444535883@QQ.COM
35 杭州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5名；机修中工4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与机场高速交叉口
联系方式：综合办18606518036
电子邮箱：DYK-HZDL@sina.Com
36 浙江钱塘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律专员2名；办公室文员4名；办公室主任2名；现场
施工员2名；财务人员2名。
联系地址：义蓬街道蓬园村
联系方式：吕小姐82152666
电子邮箱：Zhenhui@zhemhui.com
3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
公司人源部
销售代理人6名；经理助理3名；综合金融代理人5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银隆百货B座圆方城七楼
联系方式：王小姐18958138207
电子邮箱：3313576817@qq.com
38 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美工2名；推广专员1名；售前客服2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兴路98号
联系方式：赵女士82853636
电子邮箱：e_deehr@163.com
39 杭州萧山链茶饮品店
棒约翰店长、店长助理2名；服务员5名。
联系地址：华瑞汇金中心
联系方式：沈女士13967120715
电子邮箱：37974239@qq.com
40 杭州萧山美年金诚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5名；销售经理2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城路438号东南科研中心4层
联系方式：万女士22850507转8077
电子邮箱：wanqian21@yeah.net
41 浙江纳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保安）若干名；楼宇管理员若干名；综合维

修工若干名；品质主管1名；内勤2名；项目经理/项目
经理助理2名；法务人员1名；客房服务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123号旺角城新天地8号楼9楼
联系方式：王女士18058792513、82399669
电子邮箱：nadewy@sina.com
42 杭州市萧山区知新业余学校
英语老师4名；前台文员2名；科学老师4名；数学老师
3名；语文老师2名；人事专员2名。
联系地址：人民路282号5楼
联系方式：洪老师13067706110
电子邮箱：zx_zhixinxuexiao@126.com
43 杭州铁集货运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监控员2名；内勤3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358号蓝爵国际中心写字楼21楼
联系方式：姚小姐82808333
电子邮箱：483889001@qq.com
44 杭州萧山润华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2名；团购业务代表3名；维保技术员 1名；
团购内勤助理2名；飞牛推广员3名；生鲜技术手5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123-A号和育才路518号
联系方式：黄主任、田主任18668022788、18668028535
电子邮箱：154454254@qq.com
45 浙江迪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精英若干名；结构工程师2名；五金操作工 若干
名；组装操作工若干名；客服专员1名；采购员1名；生
产助理1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东环路
联系方式：朱小姐83501628
电子邮箱：ljzhu@cndecent.com
46 杭州欣怡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电话销售若干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市心北路818号
联系方式：王女士15157136450
电子邮箱：290844750@qq.com
47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数控机床组装技师10名；数控机床售前工程师1名；
机械设计6名；采购员2名；行政助理3名；保安（门卫）
3名；出纳2名；立体停车设备售服工程师3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路120号
联系方式：俞小姐82831393转681
电子邮箱：6977@goodfriend.com.cn
48 杭州大路装备有限公司
电机设计工程师1名；机械设计工程师1名；设备管理
员1名；压力容器设计工程师1名；数控操作工1名。
联系地址：创业路600号
联系方式：王小姐82699052
电子邮箱：hr@cnlulutong.com
49 杭州传化日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若干名；外贸经理1名；操作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通惠路北端传化集团内
联系方式：施小姐83781705
电子邮箱：9148@etransfar.com
50 杭州德诚实业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2名；样本裁布普工1名男性；样本裱纸普
工1名男性；样本打样普工1名；标识安装普工2名男
性；电焊工1名男性。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振宁路10号
联系方式：韩小姐82831718
电子邮箱：405996177@qq.com
51 杭州中广物业管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客服3名；保安领班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民和路481号联合中心南区B座4
楼中广物业
联系方式：李小姐56171315
电子邮箱：chonggo@139.com
52 杭州博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2名；检验员2名；统计1名；生产跟单2
名；采购、外协助理2名；普工1名；仓库1名。
联系地址：新街街道新盛村1688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15267125588
电子邮箱：zdpgarden@163.com
53 浙江友成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注塑成型工程师若干名；模具设计师若干名；质量工程
师若干名；项目工程师若干名；成型注塑普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临港工业园（总部）
电子邮箱：yd-hu@yuseiholdings.cn
54 杭州世外桃源旅游有限公司度假酒店
保安若干名；楼层服务员若干名；公区服务员1名；餐
饮服务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闻堰街道湘湖路3318号
联系方式：曹女士83880055
电子邮箱：2442041413@qq.com
55 杭州浙通贸易有限公司
电脑技术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通惠中路1号泰富写字楼602室
联系方式：楼小姐13806508471
电子邮箱：839982614@qq.com
56 高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人员1名；加油操作工2名女性；材料检测员2名；
行政专员5名；秩序维护员8名男性；保洁8名女性；
2018届应届生储备10名（法务专员1名、计算机专员
1名、行政专员1名、电气工程师1名、物业管理1名、检
测员1名、资料员2名、施工员2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1288号高运汇丰大厦
联系方式：郁小姐82726896
电子邮箱：gaoyunjob@163.com
57 明电舍(杭州)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生产技术人员1名；AGV（无人搬运车）技术人员
1名；操作工1名；品质保证人员/检查员2名；人事专
员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兴路168号
联系方式：吕女士、陈女士83696803
电子邮箱：chen-x@cn.meidensha.com
58 浙江金鹭集团有限公司
普工5名；预算员3名；门窗工程施工管理员3名；生产
技术部工艺下单员3名；后勤管理2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永诚路8号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82201855
电子邮箱：469859964@qq.com
59 杭州惠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质量主管1名；生产主管1名；质检员1名；机修工1名。
联系地址：新塘街道琴山下5-1号
联系方式：谭小姐82757653
电子邮箱：hkylqx2014@163.com
60 萧山技师学院招生
61 杭州建潘卫厨有限公司萧山分店
金牌厨柜展厅销售代表8名；金牌厨柜衣柜销售代表8
名；金牌厨柜衣柜设计师6名；金牌厨柜设计师6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1177号银通大厦第3层8号商铺
联系方式：黄先生13357105590
电子邮箱：1060235953@qq.com
62 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股份有限公司
体系质量工程师1名；现场质量工程师2名；供应商质
量工程师2名；生产技术工程师2名；证券事务代表2

名；叉车工1名；普工若干名；市场三包分析调查员1
名；人力资源主管1名；行政专员1名。
联系地址：闻堰街道湘山路28号
联系方式：刘女士82306118
电子邮箱：liuying@wanda-zj.com
63 杭州杰途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装配工1名；清洗包装工1名；终检工1名；加工中心操
作工5名；数控车床操作工5名；数控磨工2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永诚路3号
联系方式：陆女士18967115610
电子邮箱：lulihong@jtu.com.cn
64 杭州爱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工若干名；加工中心若干名；品检员 若干名；
实验室计量员工若干名；液压机操作工若干名；装配工
5名。
联系地址：义桥联三工业区（盈通公司对面）
联系方式：爱博人事82760518
电子邮箱：hzab_rsb@163.com
65 杭州东霖染整机械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技术员5名；机械设计2名；氩焊工5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鸿达路86号
联系方式：朱先生82697168转240
电子邮箱：m13735457261@163.com
66 杭州君方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10名；文案编辑1名；实施工程师2名；风控专员1
名；招聘专员1名。
联系地址：萧山区民和路500号民营企业发展大厦A
座27楼
联系方式：孙女士18688501541
电子邮箱：1206486760@qq.com
67 杭州思锐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机器人市场营销总监1名；机器人销售工程师3名；暖
通渠道经理2名；暖通销售代表5名；仓库管理员1名；
客服接待2名女性。
联系地址：鸿宁路1909号望京写字楼B座23层
联系方式：李小姐82809558
电子邮箱：853837531@qq.com
68 杭州广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3名；前台接待SA 2名；售后完检1名；机修
工2名；食堂帮工1名；收银员2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一路1698号
联系方式：高先生82839050
69 杭州凯尔达电焊机有限公司
单片机开发工程师5名；叉车工1名；搬运工1名；清洁
工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垦辉五路6
号凯尔达科技园
联系方式：陆小姐、王先生86935350
电子邮箱：2077942779@qq.com
70 杭州长乔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2名；人事专员2名；驯养员10名；饲养员10
名；舞蹈演员10名；园区接待10名；收银员5名；检票
员5名；仓库管理员2名；纪念品售卖员10名；综合维
修工4名；泥工/油漆工4名；厨师5名；餐饮服务员10
名；食堂帮工10名。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湘湖路777号
联系方式：张主管83860185-855
电子邮箱：hzjdhy_hr@163.com
71 杭州科威迈联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若干名；优秀店长/储备干部/部门经理 5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振宁路547号
联系方式：程小姐15155031352
电子邮箱：490011216@qq.com
72 浙江联达化纤有限公司
施工土建管理2名；水电安装管理2名；招商策划2名。
联系地址：萧绍东路105号
联系方式：人事部82786265
电子邮箱：609277839@qq.com
73 杭州理想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业务员6名；销售工程师5名；工程管理4名；出纳1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195号
联系方式：万小姐15258803881
电子邮箱：1450242887@qq.com
74 杭州雷拓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员/业务员/销售代表（包吃包住）10名；办公文员
8名；普工若干名；仓库统计6名；采购跟单4名；安装
工4名男性。
联系地址：所前镇东复村
联系方式：人事部82279613
电子邮箱：1589034729@qq.com
75 浙江通威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工/电工/焊工5名；银行联络专员1名；项目部财
务1名；电气工程师2名；储备干部1名；支架结构设计
工程师1名；销售助理1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898号农业大厦
联系方式：陈先生13738124882
电子邮箱：295366276@qq.com
76 杭州乐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档案管理2名；档案软件推广应用1名。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崇化路399号
联系方式：陈先生13967175165
电子邮箱：182224961@qq.com
77 杭州智立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若干名；财务助理1名；网络推广专员1名；
PHP程序员(微信、移动端开发方向)1名；UI设计师1
名；文案策划2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108号新世界财富中心2幢1501室
联系方式：谭女士13819494520
电子邮箱：454216656@QQ.com
78 杭州安捷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1名；出纳兼内勤1名；电子工程师1名；机械
工程师1名。
联系地址：新街科创园A栋8F
联系方式：曹小姐13989825475
电子邮箱：caosy9@163.com
79 杭州煜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运维技术员3名；项目销售2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新安路38号瓜沥科创园1-2-102
联系方式：韦女士13456765951
电子邮箱：13456765951@163.com
80 杭州月子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2名；储备店长1名；销售经理1名；月嫂培训
讲师1名；育婴师若干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利华路85号安恩贝国际月子中心
联系方式：李女士18210425256
电子邮箱：hzandbabyhr@163.com
81 杭州萧山北干雅轩教育咨询服务部
全职、兼职初、高中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物理、化学、
生物、地理等教师若干名；小学晚托教师3名；初、高中
数学、科学教师3名；小初高语文、英语教师3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湖滨花园浅水湾苑37-4号
联系方式：施女士13867156669
电子邮箱：448455677@qq.com
82 杭州亿方电器有限公司

品质检验员2名；技术员1名；文员1名。
联系地址：衙前凤凰工业园
联系方式：方小姐17682309018
电子邮箱：fyj726@126.com
83 杭州盛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仓管主管1名；注塑模具调试工1名；外贸业务员若干
名；采购员1名；外贸助理1名；仓库管理员2名；采购
助理1名；品管员3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坎山沿塘村
联系方式：陆小姐13606803016
电子邮箱：791230863@qq.com
84 浙江安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员6名；财务人员1名；化学分析员3名；IT信息人
员（程序、网络等）3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春潮路18号
联系方式：人事22670635
电子邮箱：wangchy@artsci.cn
85 杭州萧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会计主管2名；会计助理若干名；总经理助理1名；行政助
理1名；会计助理(应届毕业生）若干名；工商专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438号东南科研中心2006室
联系方式：赵女士82216807
电子邮箱：707434210@qq.com
86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焊接工艺工程师1名；生产管理储备1名；抛光工1名；
焊工（氩弧焊）3名；数控车床工3名；质检员3名；车床
工4名；普工若干名；编织工1名；线切割工3名；挡车
工1名；技术设备员1名；保安1名；司机1名。
联系地址：河上镇大桥工业园
联系方式：吴女士、林女士15355047053、15306714102
电子邮箱：hr4@cobetterfiltter.com
87 杭州萨尔玛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3名；机械或电梯技术人员3
名；维修保养技术员10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河东路1-15号
联系方式：张经理13777800127
电子邮箱：522932508@qq.com
88 杭州壮钰机械有限公司
机修工1名；储备干部招聘(设计方向)1名；生产计划
（调度）管理1名。
联系地址：所前镇云飞路81号
联系方式：陈先生18550187555
电子邮箱：haibo_chen007@163.com
89 杭州世御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员1名；质检文员1名；维修电工1名男性；
SQE 1名；兼职货柜司机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357号
联系方式：张小姐83783708
电子邮箱：hrd@freshlab.cn
90 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办文员1名女性；工艺工程师1名；设计工程师2名；
平面设计师2名；外贸业务员1名；设备主管1名；车间主
任2名；激光操作工2名；氩弧焊工1名；包装工2名。
联系地址：戴村镇工业园区
联系方式：单小姐82236731
电子邮箱：68341504@qq.com
91 杭州萧南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数控折弯工2名男性；气保焊工3名男性；冲床工3名；
钣金工2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湖东村沈家坞38号
联系方式：谢先生13666617303
电子邮箱：hzmike@sina.com
92 杭州萧山星园建材经营部
销售代表4名；金牌瓷砖装修顾问2名；驻店设计师1名。
联系地址：通惠北路168号世纪建材市场2幢4楼
联系方式：刘女士15058153368
电子邮箱：634246582@qq.com
93 杭州艾弗洛电器有限公司
直流电机设计师2名；电路板设计师1名；工程师5名；
外销业务员2名；业务经理3名；行政主管1名。
联系地址：义桥新峡路88号
联系方式：康先生15988147657
电子邮箱：zh01@hzafl.com
94 杭州大索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销售人员3名；大客户销售人员3名；外贸业务员
1名；平面设计师1名；店装设计1名；研发工程师3名；
绩效薪酬专员1名；人事专员1名；市场专员1名；淘宝
美工1名；新媒体运营1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新河村
联系方式：何小姐57163766
电子邮箱：dz8246@126.com
95 杭州萧山宏安行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索赔员1名；前台接待1名；仓库管理员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宁新村
联系方式：景先生18967173326
电子邮箱：hzxshax@163.com
96 杭州正强万向节有限公司
SQE管理1名；技术员1名；技术储备5名；外贸业务员
1名；品管1名；数控编程2名；机修工3名；磨床工 5
名；包装工5名；冲床工1名；拉床工1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犁头金工业区
联系方式：正强万向节57573079
电子邮箱：hr@zhengqiang.com
97 杭州堃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电话销售10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经理2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563号海杰德大厦B座3单元9层
联系方式：于女士15168332995
电子邮箱：2506781457@qq.com
98 杭州宫羽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1名；出纳1名；渠道经理2名；业务员2
名；生产跟单员2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819号绿都世贸广场写字楼1203室
联系方式：办公室83736910
电子邮箱：524925286@qq.com
99 萧山电大招生
100 杭州船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专员1名；微商招商专员10名；微商招商经
理5名；KA业务员3名；主办会计1名。
联系地址：闻堰街道亚太路1801号
联系方式：徐小姐85836577
电子邮箱：463223474@qq.com
101 杭州纳智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计划1名；质量管理1名；检验员2名；普工5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湖东村
联系方式：韩小姐83232167、87117137
电子邮箱：386480013@qq.com
102 杭州康达工具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1名；财务助理1名；订单处理员1名；采购专
员/助理1名；会计/会计师1名；仓库管理员1名。
联系地址：萧山区义桥镇
联系方式：张女士15068702335
电子邮箱：645066562@qq.com

2017年9月1日至9月7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24787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浙江萧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图书卖场内勤5名男性，高中及以上，年龄35
周岁以下，月收入3300元以上，萧山籍优先。
联系地址：城河街65号（金马精致酒店）7层
联系方式：王主任82622122
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宾馆
餐饮服务员若干名；餐饮收银员若干名；前台
礼宾员若干名；整房员若干名；洗碗工若干名；
洗菜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杭州地铁2号线人民路站A2出口，
市心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82881005
杭州红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员50名；传菜30名；收银10名；保安10名；
洗碗工10名；洗小碗10名；熟练杀洗工5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南和城消防总队对面晨晖
路1046号（国税4楼）
联系方式：林经理、孟厨师长13957132627、
15384066601
杭州佳德精密机械厂
钳工1名男性，高中学历；平磨1名男性，高中
学历；内磨2名，高中学历；外磨2名男性，高中

学历。
联系地址：所前镇金临湖村
联系方式：季先生13867193687
杭州彭峰葫炉鱼餐饮有限公司
服务员若干名；传菜员4名男性；收银员3名女
性；厨师若干名；切配若干名；烧烤工若干名；
冷菜若干名；洗碗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恒隆广场4幢401-1号
联系方式：钟经理1599014028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区分公司
营业员/销售员若干名，要求：年龄28周岁以

下，萧山籍，男女不限，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相关特长者优先。报名日期：2017年9月11
日 - 2017年9月12日；时间：上午8：30-11：
00，下午14：00-16：30；报名地点：城厢街道回
澜路2号梅花楼大院3号楼501室。报名时需
带个人简历、身份证及学历证书等证书原件和
复印件。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回澜路2号
联系方式：陈女士82637676
杭州飞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校监若干名，本科师范类专业毕业，从事文化培

训学校校务、教学管理工作两年以上，有教师资
格证；晚辅班老师（全职）若干名，大专以上学
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优先；主持表演老师若
干名，播音主持专业或从事小主播教学一年以
上（可兼职）；写作、奥数老师若干名，大专以上
学历（可兼职）；书法老师 (硬笔\毛笔）若干名，有
书法教学经验（可兼职）；水粉画、线描老师若干
名，水粉画、线描教学经验（可兼职）。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丰瑞北苑南大门（钱江世
纪城飞虹路与金鸡路交叉口）
联系方式：陈老师13758105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