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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交流大会
时间：8月12日 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199号

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8月9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24787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杭州萧山商业房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维修水电工若干名男性，年龄45岁左右，
有较丰富的维修经验，持电工上岗证，会弱
电优先。工作地点：泰和花园。待遇面议。
联系方式：徐小姐13967188629（限工作
时间打，其他勿扰）
杭州市萧山区办事服务商务中心
打字复印2名女性，高中学历，熟练电脑，
工作认真。
联系地址：金城路535号办事中心一楼商
务中心

联系方式：倪女士82899108、13758125000
杭州创信纸张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若干名，具有较强沟通能力，有
强烈的团队意识，良好的品质道德；外贸
员若干名，大专以上学历，国际贸易相关
专业，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有经验者优
先；业务员若干名，具有统筹安排的能力、
有经验者优先。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振宁路三号
联系方式：刘先生13967163006、82830011

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宾馆
厨房学徒工若干名；西餐厨师若干名；热
菜厨师若干名；冷菜厨师若干名；切配打
荷若干名；财务会计、复核2名；财务收银
2名；餐饮服务员若干名；客房楼层服务
员若干名；客房楼层整房员若干名；PA保
洁阿姨2名；礼宾员2名；保安2名；水电
工1名；管事组（洗碗工、洗菜工）若干名。
以上岗位：包吃（早、中、晚、夜宵四餐）包
住（独立宿舍楼）、转正后缴纳社保和公积
金、国家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元旦、春

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
庆）、做满一年的员工享受带薪年假、员工
旅游、生日活动、生日餐券、生日蛋糕、丰
富的员工活动等。
联系地址：人民路77号（地铁二号线A2
出口马路对过）
联系方式：张先生、焦先生 82881005、
82881085
浙江萧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保安2名男性，年龄50周岁以下，月薪
3500元以上，具备相关工作经验，持消控

证优先。工作地点：临浦镇市乐路33号
(体育馆北门)临浦文创大厦。具体情况欢
迎电话咨询。
联系地址：城河街65号（金马精致酒店）7
层办公室
联系电话：82622122
浙江富泰建设有限公司
实习生20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西兴街道海威大厦
1908室
联系方式：傅先生1373809547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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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代理人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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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6828016
电子邮箱：3313576817@qq.com
02 杭州银龙实业有限公司
预决算员若干名；经营科科员若干名；企划专员若
干名；施工管理若干名；工程绘图员若干名；技术
负责人若干名；采购员若干名；项目经理若干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滨文路12号
联系方式：张女士85161182
电子邮箱：15988899706@163.com
03 杭州同昌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5名；电气工程师3名；办公室文员1名；
电焊工5名；钣金工5名；普工2名；装配电工3名。
联系地址：南阳街道龙虎村
联系方式：姜女士82973991
电子邮箱：hztcme@hztcme.com
04 杭州蚬壳星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电气技术经理1名；暖通工程师1名；数据中
心-值班网管2名；数据中心-值班电工3名。
联系地址：萧绍路123号
联系方式：陈先生15868887888
电子邮箱：cctv@hz.cn
05 杭州正恒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文案策划2名；行政专员2名；案场销售若干名；
门店销售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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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浙江万才物流有限公司
现场管理助理2名；商务专员1名；项目经理2
名；主办会计1名女性。
联系地址：三益线兴议村（杭州邮件处理中心）建
设四路与风情大道路口
联系方式：袁小姐18757157730
电子邮箱：1039314150@qq.com
07 杭州佳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数控编程技术员1名；钣金技术员1名；加工中心
操作员4名；车床/铣床工2名；钣金工2名；装配
工2名；检验员2名；仓管员1名；文员1名；日语业
务经理兼翻译1名；英语业务经理兼翻译1名；装
配车间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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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杭州良钰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计划员1名；激光操作工1名；机械设计1
名；焊工2名；电工2名。
联系地址：党湾镇永乐村兴乐东路14组46号
联系方式：钱女士18967151316
电子邮箱：xugenfa@sohu.com
09 杭州唯可曼家居布艺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新塘街道新螺路128号
联系方式：武先生18658126200
电子邮箱：623574941@qq.com
10 杭州广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1名；会计1名；出纳2名；收银员2名；
销售顾问6名；IDCC专员2名女性；前台接待3
名；客服专员1名女性；续保专员1名；保安3名；
保洁阿姨2名女性；市场专员1名；洗车工若干
名；机修工3名；钣金工 2名；油漆工2名。
联系地址：新塘街道通惠南路1369号
联系方式：胡小姐15825511034
11 浙江萧山金龟机械有限公司
车工1名；外、内、珩磨工1名；铣工1名；装配钳
工1名；镗工1名；加工中心1名；辅助工3名。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湘湖路40号
联系方式：史女士13758130366
电子邮箱：815754746@qq.com
12 辽宁曙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体系工程师1名；操作工、辅助工若干名男性；设
备维修工1名；出纳1名；焊工（气保焊）4名男性。
联系地址：所前镇工业园信谊控股所前中路1100号
联系方式：陈小姐18257140720
电子邮箱：958003346@qq.com
13 杭州亨德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会计1名；出纳3名；行政专员1名；招聘专员1
名；ERP维护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文明路328号江宁大厦A楼15层
联系方式：徐小姐82661733-806
电子邮箱：458786456@qq.com
14 合肥融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信用卡客服（非销售）10名；实训分公司经理及
主管5名；应届生若干名。
联系电话：18258263403
电子邮箱：1178639116@qq.com
15 杭州信易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法务主管/高级销售主管10名；汽车事故业
务专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城路707号嘉瑞广场大厦
17层1710、1712、1716、1718室
联系方式：人事部83693579
电子邮箱：wanghaiyan1163@163.com
16 浙江钱塘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集团高管1名；法务人员1名；后勤主管2名；办
公室主任1名；招商主管1名；销售主管1名；销
售专员若干名；工程师2名；工程预算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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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
公司
职业经理人10名；客户经理10名；营销业务员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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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女士13736472508
电子邮箱：478608394@qq.com
18 浙江国泰萧星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1名；外贸业务员1名；销售内勤1
名；男女普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浦阳镇桃源村
联系方式：李小姐82326275
电子邮箱：rsb@zjcps.cn
19 杭州萧山新街街道大岑压缩机经营部
销售5名；理事1名。
联系地址：建设四路4083号新街科创园B幢1楼
联系方式：许女士83696080
电子邮箱：mobohz@163.com
20 浙江汇德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暖通业务员3名；收银员4名；超市防损2名；客
服4名；营业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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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统计专员1名；内审专员1名；会计员1名；叉车
工若干名；技术员若干名；操作工若干名；环安专
员1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亚太路1399号
联系方式：王先生82763799
电子邮箱：wjy@apg.cn
22 杭州春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会计1名；销售经理5名；厅面经理1名；采购员1
名；服务员若干名；日料、火锅等主题餐厅厨师若干
名；洗杀工4名；洗碗工2名；点菜生5名；收银员2
名；仓管1名；预定员1名；传菜员8名；保洁员2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718号
联系方式：汪女士13606710503
电子邮箱：495306047@qq.com
23 杭州绿美至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精英10名；储备店长2名；网络运营员2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心意广场1幢13层
联系方式：金先生15867127591
电子邮箱：hzxsgreen@163.com
24 杭州永利百合实业有限公司
招聘主管1名；总经理助理1名；外贸业务员2
名；内销业务员1名；外贸跟单员2名；储备干部
3名；操作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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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福建青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钢结构设计工程师2名，工作地点：印尼；流体设
计师 2名，工作地点：印尼；信息卡制作员5名，
工作地点：温州龙湾；外贸业务助理10名，工作
地点：温州龙湾；外贸跟单员8名，工作地点：温
州龙湾；采购助理6名，工作地点：温州龙湾；财
务助理6名，工作地点：温州龙湾；统计员2名，工
作地点：温州龙湾；外贸员/关务员 5名，工作地
点：福建福安；单证员5名，工作地点：福建福安；
电焊工若干名，工作地点：福建福安；物资/物流
专员5名，工作地点：福建福安/张家港。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安市湾坞镇青拓集团海外招
聘处
联系方式：陈先生15659320530
电子邮箱：1535426539@qq.com
26 高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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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专员、网络管理员5名；施工员、资料员、预算
员、业务员若干名；检测员、收样员4名；驾驶员若
干名，持有B2以上驾照、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加
油操作工2名；秩序维护员、保洁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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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技术咨询5名；标准化工程师5名；文字编辑
3名；智慧城市建设及标准化人员3名；文员2
名；信息平台管理及培训策划人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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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杭州奔马化纤纺丝有限公司
业务助理2名；仓管员1名女性；车间普工6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山北村党山工业园区
联系方式：小谢82538198、15906654362
电子邮箱：391052072@qq.com
29 杭州胡庆余堂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销售业务员（双休）4名；储运部司机（周休2天）1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赵家墩余氏布艺内2幢3楼
联系方式：沈女士15268581098
电子邮箱：1161180360@qq.com
30 杭州萧山东方液压件有限公司
铣床工2名；质量工程师1名；普通操作工（按钮
工）5名；加工中心操作工5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朝阳社区265号
联系方式：陈女士13857108259
电子邮箱：dfyy88@vip.163.com
31 浙江天明眼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验配顾问5名；眼镜加工师2名；人事专员兼前台
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198号杭
州湾信息港B1-506
联系方式：唐女士83532266-8011
电子邮箱：875499734@qq.com
32 浙江苏通控股有限公司
物流专员5名；客服专员2名；系统实施顾问/数
据运营1名；文案策划1名；现场操作主管/经理

5名；浙南/苏南/苏北网管经理3名；稽查专员2
名；装卸工10名；管培生/实习生5名。
联系地址：通惠北路1515号恒源国际财富中心1
幢23F
联系方式：刘主管88639681
电子邮箱：xzb@zjstky.com
33 杭州大王椰智环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市场区域主管/经理5名；营销区域主管/经理2
名；销售培训讲师2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垦辉六路899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83525125
电子邮箱：hr@dwywood.com
34 卡芙莲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
仓管员1名；婚礼顾问若干名；婚礼策划师若干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雷迪森财富中4305室
联系方式：李经理13616529689
电子邮箱：29097945@qq.com
35 杭州温氏家纺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2名；缝纫工若干名；仓库主管1名；外
贸业务员2名；外贸业务员（应届）若干名。
联系地址：浦阳镇十三房村
联系方式：温先生13567197721、15857154372
电子邮箱：wsjf@wuuhome.com
36 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股份有限公司
叉车工1名；电工1名；机修1名；普工若干名；供
应商质量工程师1名；软件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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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杭州纳智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技术员1名；销售内勤1名女性；普车工1
名；检验员2名女性；维修学徒工1名男性；男女
普工3名；仓管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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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杭州萧山北干洪氏美容馆
学徒、老师、顾问、店长、经理、副总经理10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帝凯大厦一幢三单元1602室
联系方式：钟女士18867526878
电子邮箱：527518056@qq.com
39 杭州发达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
外协管理员1名；检验员5名；电火花线切割（快
走丝）1名；装配工（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
箱）5名；摇臂钻工1名；试车员3名；外贸业务员
1名；国内业务员5名；机械工程师1名；内/外圆
磨工3名；滚齿/插齿工2名；普车工2名；加工中
心CNC 1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新河村
联系方式：戴先生、钱小姐57576186
电子邮箱：hzfdgs_hr@163.com
40 杭州日升漆业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专员1名；业务助理若干名；营销总助1
名；销售经理若干名；工程预决算员1名；涂料样
板工1名。
联系地址：所前镇联谊路30号
联系方式：周先生18969023389
电子邮箱：295298@qq.com
41 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电子）工程师1名；QC工程师1名；制造工
程师1名；售后服务工程师2名。
联系地址：桥南开发区鸿兴路109号1号楼4F
联系方式：张小姐83786820
电子邮箱：hr@hitron-tech.com
42 杭州朗橙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业务员若干名。
联系地址：建设四路1078号智慧家居谷A栋二楼
联系方式：阮女士17858944046
电子邮箱：941179890@qq.com
43 杭州银淘进出口有限公司
跨境电商专员/国内电商专员3名；外贸业务员1
名；单证兼内勤助理1名；挡车工3名；挡车工学
徒2名；杂工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惠北路12号
柏丽轩大厦
联系方式：魏女士57189694
电子邮箱：592143654@qq.com
44 杭州鑫屋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人事主管1名；一手房置业顾问5名；房产经纪人
8名。
联系地址：建设一路420号青秀城北门科威国际
不动产
联系方式：王飞军13868149463
电子邮箱：461049855@qq.com
45 杭州市萧山区萧然人教育培训学校
教育咨询师5名；学习管理师5名；初中科学教师
5名；语文教师5名。
联系地址：育才路406号5楼（总部面试地址）
联系方式：沈老师57189576
电子邮箱：824894020@qq.com
46 中科智慧通（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2名；硬件工程师1名；招商经理2名；
储备干部5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江二路57号杭州人工智能业
园A座
联系方式：王女士15869165522
电子邮箱：25894399@qq.com
47 杭州半斗米水果连锁有限公司
线上运营经理1名；店长10名；选址扩展/新店开
发1名；财务助理1名。
联系地址：金一路380号
联系方式：朱先生13606880515
电子邮箱：13606880515@163.com
48 杭州市萧山区文宗培训学校
前台内勤（做一休一）1名；教育咨询师2名；象
棋/围棋老师1名；书法/美术教师1名；舞蹈老师
1名；小学生计算机编程老师1名；小学生文化课

老师3名。
联系地址：萧然东路127号
联 系 方 式 ：俞 老 师 、郑 老 师 18966489467、
18966488467
电子邮箱：48700521@qq.com
49 博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人员1名；财务人员1名；市场专员2名；成
本专员1名；施工员5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458号国际商务中心1幢24层
联系方式：办公室82892377
电子邮箱：bokungroup@163.com
50 杭州荣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内勤、业务员 2名；文员及文案策划2名；前台、
服务1名；技术支持3名。
联系地址：钱江世纪城钱江世纪公园E区4幢
联系方式：崔女士82693066
电子邮箱：550689186@QQ.com
51 杭州萧山之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预算员2名；施工管理1名；实习生2名。
联系地址：建设一路华瑞中心1幢1502室
联系方式：许女士13357116180
电子邮箱：m0498@163.com
52 杭州泰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员/业务员10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英冠水天城二幢一单元
联系方式：汪先生18379628478
电子邮箱：1835414169@qq.com
53 杭州英戈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专员8名；活动策划1名。
联系地址：大象国际30层
联系方式：刘女士13306511857
电子邮箱：307498244@qq.com
54 杭州长乔极地海洋王国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游乐设备维修工5名；游乐设备操作员5名；厨师
2名；综合维修工1名；驯养员5名；饲养员5名；
厨工3名；宿管员1名。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湘湖路777号
联系方式：张主管83860185转855
电子邮箱：hzjdhy_hr@163.com
55 杭州瀚海藏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销售5名；销售主管2名；高级收藏顾问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大厦B座
联系方式：张小姐18758565190
电子邮箱：838476698@qq.com
56 杭州以弗恒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1名；装配电工2名。
联系地址：钱农东路257号
联系方式：邵女士82851495
电子邮箱：190984756@qq.com
57 杭州仕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2名；质检员1名；业务经理2名；一次安
装组员5名；二次接线组员5名。
联系地址：红垦农场红灿路358号杭州仕邦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卢小姐15356131281
电子邮箱：610131070@qq.com
58 浙江太平洋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美工1名；客服1名；土建工程师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文明路328号江宁大厦A座
12A层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82662218
电子邮箱：zjhztpy@126.com
59 杭州萧山华益塑料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2名；销售员3名；办公室主任1名；计
量员、化验员2名女性；机修电气1名；自动化操
作10名。
联系地址：所前工业园联谊路19号
联系方式：王女士82239123
电子邮箱：87703547@qq.com
60 杭州飞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印刷用印版排版8名；印刷用柔性印版制作工3名。
联系地址：新塘街道裘江新村（朝阳车业三楼）
联系方式：华先生18967197809
电子邮箱：449354580@qq.com
61 杭州云房源软件服务有限公司金惠路分公司
置业顾问10名；区域经理5名；店长2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惠路1025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18606537720
电子邮箱：x-94-wan@foxmail.com
62 杭州乐园有限公司
包厢服务员2名；场地助理若干名；传菜员若干
名男性；保安员3名男性；PA保洁员3名。
联系地址：风情大道2555号（面试请到杭州乐
园奥特莱特二楼人力资源部）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83866819
63 杭州中安消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助理3名；电商客服5名；1688运营/诚信通
运营 2名；区域销售经理5名；客服兼行政助理
1名；财务经理1名。
联系地址：启迪路 198 号杭州湾信息港 C 座
607-608室
联系方式：戚小姐89899886
电子邮箱：641486223@qq.com
64 杭州鸿立机械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技工6名；外贸经理2名；电焊工4名；
摇臂钻2名。
联系地址：临浦工业区悍马路10号
联系方式：华女士13355818885
电子邮箱：464541727@qq.com
65 杭州新概念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北干分公司
置业顾问3名；迎宾/接待1名；电话内勤5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 438号东南科技网架 13楼
1301室
联系方式：戴先生18767108701
电子邮箱：1193668263@qq.com
66 杭州知酒堂贸易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1名；销售经理10名；服务经理10名；

企划专员1名；后勤助理1名；品酒师1名。
联系地址：通惠中路269号
联系方式：来先生13336025216
电子邮箱：245587365@qq.com
67 浙江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安保）若干名；礼宾若干名；综合维
修工 若干名；客服管家1名；品质主管（偏客服
方面）1名；消防监控员2名。
联系地址：钱江世纪城博地中心C座503室
联系方式：温小姐15068765870
电子邮箱：980979640@qq.com
68 杭州乐夫伦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网络销售2名；销售助理2名。
联系地址：萧山商业城建材市场4B-11
联系方式：赵女士82752700
电子邮箱：320272677@qq.com
69 杭州恒玺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前厅主管2名；前厅接待5名；客房主管3名；客
房服务员若干名；客户经理3名；PA服务员3名；
安保主管2名；安保员若干名；工程维修员3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153号金瑞大厦2幢
联系方式：赵女士13676875046
电子邮箱：susujing1234@163.com
70 杭州萧山星园建材经营部
设计师2名；金牌导购5名；业务精英10名；售后
客服经理1名。
联系地址：通惠北路168号世纪建材市场2幢四楼
联系方式：符女士18268058380
电子邮箱：824908051@qq.com
71 杭州裕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销售、销售代表10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市心中路398号金茂大厦写
字楼703室
联系方式：邱女士18057144476
电子邮箱：309564887@qq.com
72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助理1名；业务助理1名；数控编程员2名；
加工中心操作工1名；机械停车库维保员2名；机
械设计5名；法务专员1名；工业工程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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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31393-681
电子邮箱：3857@goodfriend.com.cn
73 杭州觇智科技有限公司
导购4名；婴儿洗澡护理员1名；育婴培训师1
名；店长1名。
联系地址：江南国际城
联系方式：王女士13095516258
电子邮箱：swang@metchange.com
74 杭州众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若干名；房产经纪人若干名；租赁专员
若干名；人事专员1名；行政专员1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城路82号
联系方式：唐唐15397166539
电子邮箱：3292384224@qq.com
75 浙江万兴恒服务有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保安）若干名；综合维修工若干名男
性；工程领班2名；工程部经理助理1名；楼宇管
理员若干名；客服专员（前台）1名；内勤（二级财
务）2名；客服销售前台2名。
联系地址：旺角城新天地8号楼9楼
联系方式：王女士18058792513、82399669
电子邮箱：wxhfuwu@163.com
76 杭州英和实业有限公司
普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富阳区场口镇场康街8号
联系方式：俞女士86758792
电子邮箱：1448661481@qq.com
77 杭州胜霸化工有限公司
研发检验人员10名。
联系地址：衙前镇南庄王村
联系方式：夏先生82783088
电子邮箱：hu@163.com
78 杭州新涵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原材料仓库管理员1名；成品仓库管理员1名；包
制工\沙发工\包布工5名；流水线操作工10名；缝
纫工5名；包装工5名；木工普工1名；普工5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苎东村工业园
联系方式：唐先生15068161314
电子邮箱：tanglei19900228@126.com
79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生产统计2名；文员2名；体系审核/验厂专员2
名；实习生2名；外贸核价1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兴路477号
联系方式：陈先生82831717-212
电子邮箱：249236425@qq.com
80 华润雪花啤酒（浙江）有限公司
电工5名；行政文秘2名；酿造工5名；采购管理
员1名；检验员3名。
联系地址：新街街道海塘路986号
联系方式：王先生83872724
电子邮箱：wangzihua@zjcrb.cn
81 浙江禤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10名；客服或经理主管6名。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 108 号雷迪森财富中心
3208室
联系方式：邓先生18248466166
电子邮箱：3054573796@qq.com
82 杭州德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若干名；施工员若干名；办公室文员若干
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城路1288号汇丰大厦
联系方式：孔小姐13867402388
电子邮箱：865704799@qq.com
83 杭州黔渝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洗菜工1名；收银员1名；电商招商应届毕业生3
名。
联系电话：18258288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