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聚萧然——萧山区秋季人力资源交流大会
时间：9月16日 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199号

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13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24787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萧山区人才市场需求排行榜

2018年8月30日—2018年9月12日

企业需求岗位（157） 个人求职（202）

服务类 49
操作类 41
营销类 31
建筑类 24
教师类 6
机械类 3
物流类 2
设计类 1

管理类 54
财会类 38
计算机类 27
机械类 24
建筑类 17
经济学类 10
外语类 9
营销类 8
技工类 8
动力电气类 7

联系电话：0571-82624787，联系人：谢小姐
网 址：http://www.xshr.com
电子邮箱：xs_zhaopin@126.com

萧山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预告

9 月 16 日 才聚萧然—萧山区秋季人力
资源交流大会
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199号

9月30日 人力资源交流大会
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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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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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萧山特殊钢有限公司
普工2名男性，初中学历，年龄40岁左右，本地
人优先；仓管员2名男性，初中学历，年龄40岁

左右，本地人优先。
联系地址：萧绍东路109号
联系方式：黄先生13906715738
杭州红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员10名女性，年龄18-30岁，有经验优先；
传菜员10名男性，年龄18-30岁，有经验优先；
厨师3名男性，年龄20-45岁，过年不回家；蒸
菜2名男性，年龄20-45岁，过年不回家；打荷5
名男性，年龄20-45岁，过年不回家；切配5名
男性，年龄20-45岁，过年不回家。
联系地址：晨晖路1046号国税4楼（红澳乡村大院）

联系方式：任女士、孟先生15384066601、
15267116277
浙江富泰建设有限公司
实习生20名，有驾照。
联系地址：西兴街道海威大厦1908室
联系方式：傅先生13738095478
杭州丹燕花艺有限公司
司机（总经理助理）1名男性，高中以上学历，年
龄25-35岁，驾龄5年以上。
联系地址：恒隆广场3-104
联系方式：张小姐136067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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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浙江天明眼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员5名；仓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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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8011
电子邮箱：875499734@qq.com
02 杭州速盟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缝纫车工10名；样衣跟进专员1名；车间主任1名；
服装制版师3名；样衣工3名；品控主管1名；车位
组长1名；保安2名男性。
联系地址：临浦苎东村苎东工业园区庄宜家具苎东
分部
联系方式：唐小姐13372522327
电子邮箱：2027971093@qq.com
03 杭州大路装备有限公司
数控操作工2名；机械设计工程师1名；压力容器设
计工程师1名；采购内勤员1名；电机设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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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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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内勤1名；中国人寿销售精英4名。
联系方式：郑女士13868044867
电子邮箱：690932089@qq.com
05 浙江苏通控股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1名；稽查专员1名；招商专员2名；管培
生/实习生10名；网管经理3名；分拨经理3名；文
案策划 1名；系统实施测试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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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7188955
电子邮箱：xzb@zjstky.com
06 杭州盛运担保有限公司
内勤10名；销售顾问5名；企划1名；司机若干名；
营销管理中心总监1名。
联系地址：通惠北路12号新世界柏丽轩大厦盛运
汽车金融
联系方式：杨女士82978557
电子邮箱：1439139724@qq.com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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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单证兼内勤助理1名；挡车工1名；挡车工学徒1
名；杂工1名。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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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浙江国泰萧星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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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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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杭州长乔极地海洋王国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厨师3名；饲养员5名；驯养员5名；综合维修工2
名；游乐设备操作员3名；园区接待5名；纪念品售
卖员3名；夜班保安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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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浙江兴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助理1名；内贸业务员若干名；外贸业务
员1名；电工若干名；操作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衙前工业园区
联系方式：朱主任82753539
电子邮箱：tangyayun@vip.qq.com
12 杭州万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设备操作工10名；保安1名；营销工程师2名；营销
助理2名。
联系地址：红垦农场垦辉五路8号（杭萧钢构东侧）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82655019（先投简历合则约见.
拒绝直接来电来访）
电子邮箱：dmhzwz@163.com
13 杭州佳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内勤1名；装配车间主任1名；质量经理1名；ERP
（IT）管理员1名；英语业务经理兼翻译1名；检验员1
名；仓管员1名；日语业务经理兼翻译1名；钣金工2
名；电气装配工2名；车床/铣床工1名；加工中心操
作员1名；钣金技术员1名；数控编程技术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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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杭州叁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品质主管1名；仓管1名；财务1名；生产组长1名；
装卸工1名；清洁工1名；操作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靖江街道和顺村3组43号
联系方式：曹小姐13429184067
电子邮箱：hzmiki305@smmiki.com
15 杭州永利百合实业有限公司
ERP工程师1名；招聘主管1名；外贸业务员2名；
内销业务员1名；外贸跟单员3名；仓管员3名；储
备干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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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杭州发达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
检验员5名；装配工（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
1名；摇臂钻工5名；外贸业务员1名；国内业务员3
名；机械工程师1名；内/外圆磨工3名；滚齿/插齿
工1名；普车工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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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天洲商务咨询（杭州）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10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成名座
联系方式：周经理18221094628
电子邮箱：472050054@qq.COM
18 杭州久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管家 (客服员）若干名；电工若干名；保安若干
名男性；会计助理（出纳）1名；保洁主管1名；工程
主管若干名；副总经理1名；品质市场副总1名；保
洁若干名。
联系地址：市心南路828号嘉富广场1号5楼
联系方式：傅女士82897150转815

电子邮箱：jiuanwuye@aliyun.co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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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电工3名；出纳1名；电焊工5名；钣金工5
名；普工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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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杭州萧山新街街道大岑压缩机经营部
销售5名；销售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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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先生83696090
电子邮箱：mobohz@163.com
21 杭州市萧山区灵曼外语培训学校
课程顾问3名；行政前台1名；英语老师1名；英语
助教老师1名。
联系地址：恒隆广场B座2号楼619室
联系方式：陆老师22820278
电子邮箱：281424090@qq.com
22 浙江万才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督查员3名；储备干部（班组长）2名；招聘专员
4名；行政经理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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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姐18757157730、13865851287
电子邮箱：1725137102@qq.co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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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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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杭州尚集贸易有限公司
主办会计2名；商品主管1名；督导3名；企划专员1
名；陈列师若干名；文员1名；店长/导购（杭州地区）
若干名。
联系地址：城厢街道苏黎世小镇山地雅座1-2-202
联系方式：张小姐18072893029
电子邮箱：2766405254@qq.com
25 浙江禤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10名；客服5名；少儿财商教育老师/培训师5
名；新媒体编辑/记者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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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杭州仕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员5名；质检员2名；技术员2名。
联系地址：红垦农场红灿路358号
联系方式：卢小姐15356131281
电子邮箱：610131070@qq.com
27 浙江元通座椅有限公司
总务司机1名男性；操作工若干名男性；机修工1名
男性；仓管员/物料配送员若干名男性；工艺工程师
1名男性。
联系地址：大江东工业园区青东一路259号
联系方式：吴女士13486167667
电子邮箱：286786153@qq.com
28 大连隆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销售代表若干名；销售主管1名；运营专员1名；司
机10名。
联系地址：建设二路锐鹰电商园A301-302
联系方式：徐先生13868195423
电子邮箱：1411488604@qq.com
29 浙江普天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3名；研发工程师助理2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358号蓝爵国际1001室
联系方式：朱女士18057525099
电子邮箱：pth60@putianhouse.com
30 杭州群英科创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员若干名；炊事员1名；销售经理2名；培训讲
师2名；美工2名；网络管理2名；总经理1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长河路590号2幢102号
联系方式：俞先生13606624803
电子邮箱：651927747@qq.com
31 杭州永欣纺织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3名；招商顾问2名；客服2名；生产计划1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纳斯科创园
联系方式：周小姐82552261
电子邮箱：mengcenkai@sina.com
32 爱克斯精密钢球（杭州）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工人若干名；检验检测人员2名；成品仓库
员2名。
联系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鸿达路189号
联系方式：俞先生、蒋小姐22801288-138、135
电子邮箱：yuguoying@aksball.cn
jiangminxia@aksball.cn
33 浙江萧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2名；文员1名。
联系地址：建设一路1号中栋国际1号楼1008室
联系方式：王女士18066083535
电子邮箱：rogeall@163.com
34 浙江祥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工若干名男性；质检员3名女性；机修工2名；
电工1名；车间主管1名男性。
联系地址：所前镇新光路28号
联系方式：张小姐82233399转8014
电子邮箱：zhangyuyang@sinopont.com
3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武林支公司
优才生10名；助理2名；销售精英若干名；销售主管
2名；实习生若干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江陵路星耀城二期一号楼四楼
联系方式：文女士13646825488
电子邮箱：649815263@qq.com
36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环安专员1名；试验工程师1名；仓管员2名；会计
员1名；技术员5名；内审专员1名；操作工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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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跟单员2名；验厂专员1名；生产统计1名；报价员/
核价/成本管理1名；体系审核专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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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212

电子邮箱：chenyang@hempelint.com
38 浙江迪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精英5名；企划主管1名；采购主管1名；销售
精英（驻南京办事处）5名；技术电子工程师5名；售
后维修员2名；售后技术支持员2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东环路
联系方式：沈小姐83501628
电子邮箱：1816674825@qq.com
39 海玛克国际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
品管/验货QC 1名。
联系地址：市心中路819号绿都世贸写字楼11F
联系方式：刘先生、黄小姐82666361
电子邮箱：joanhuang2016@163.com
40 杭州蚬壳星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助理—应届毕业生2名；机房网络维护人员（实
习生）4名；机房动力维护人员（实习生）4名；数据
中心机房运维电工2名；行政人事1名。
联系地址：萧绍路123-西
联系方式：陈先生15868887888
电子邮箱：cctv@hz.cn
41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1名；外贸业务员4名；行政专员1名男
性；专职司机1名。
联系地址：桥南开发区兆丰路6号（红垦农场）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22801120、22801193
电子邮箱：hr@hzfb.com
42 浙江汇德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收银员3名；客服3名；高配电工1名；暖通业务员3名；
销售顾问1名；仓管员1名；搬运工1名；防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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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出纳1名；助理文员1名；话务员1名；质量工程师
QE 1名；机械设备维修保养1名；操作工1名；数控
编程员 2名；机械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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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杭州裕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销售10名；网络客服专员5名。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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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杭州普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财务助理1名。
联系地址：建设四路4083号新街科创园B座14F
联系方式：汪女士57176596
电子邮箱：2470461179@qq.com
46 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电子）工程师5名；检验员1名；制造工程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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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浙江如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精英5名。
联系地址：瓜沥镇友谊路丹婷艺校向西100米
联系方式：曹先生13567163555
电子邮箱：510994024@qq.com
48 浙江强伟五金有限公司
品质验厂2名；配件车间班长2名。
联系地址：新街街道新塘头村766号
联系方式：姜先生17367082960
电子邮箱：401188580@qq.com
49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质检10名女性；普工若干名；保安若干名；焊工3
名；水电工3名；车床师傅3名。
联系地址：河上镇大桥工业园6号cobetter工厂
联系方式：付女士15355047053
电子邮箱：hr10@cobetterfiltter.com
50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
楼栋管理员若干名；二级财务4名；人事行政内勤岗
3名；前台4名；讲解员2名；综合维修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萧山区
联系方式：华女士13675892562
电子邮箱：lcwy_003@163.com
51 杭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
业务代表3名。
联系地址：通惠中路707号嘉瑞广场10楼1021室
联系方式：陈先生17505715964
电子邮箱：361290547@qq.com
52 杭州威霆家政有限公司
家电清洗工程师6名；开荒保洁6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
联系方式：李女士13757120403
电子邮箱：0571huowei@163.com
53 浙江银河食品有限公司
面点研发助理2名；电气人员 1名；机修工（维修）1
名；现场品管（应届）3名；出纳（江苏苏北）1名；统
计1名；食品研发人员（中式面点）3名；原料采购员
2名；外贸业务员（英、日）2名。
联系地址：新街街道
联系方式：傅先生82613468
电子邮箱：fsy@cnzsrf.com
54 杭州晨基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4名；工程技术员2名；机械设计4名；工
艺图设计师1名；项目设计助理1名；质检员1名。
联系地址：临江工业园区经六路2166号
联系方式：李女士15258815036
电子邮箱：279894343@qq.com
55 杭州卡狐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客服专员10名；招聘专员2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秋溢路58号卧龙科技研究所（东门）
联系方式：丁女士13094816230
电子邮箱：577036535@qq.com
56 杭州传艺纤维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3名；采购助理2名；销售部经理1名；家
具设计师助理1名。
联系地址：河上镇河上工业园区（观音庙旁）
联系方式：张先生13958180005
电子邮箱：ic12345678@126.com
57 合肥融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招收应届生若干名；实训分公司经理及主管6名；信
用卡客服（非销售）1名。
联系地址：金瑞大厦2幢704A室
联系电话：18258263403
电子邮箱：1178639116@qq.com
58 杭州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电路工程师1名；电气工程师1名；自动化工程
师 2名。
联系地址：桥南区块鸿兴路117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15397199039
电子邮箱：19975428@qq.com
59 杭州云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编辑5名；新媒体服务事业部主管1名；编导人
员1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451号太古广场1幢2516室
联系方式：王女士57110706
电子邮箱：jtri0081@126.com
60 杭州永恒钢结构有限公司
车间质检员2名；气保焊工10名男性；车间清磨工
10名；车间拼装工10名男性。
联系地址：富阳区大源镇工业功能区
联系方式：赵女士13777358522
电子邮箱：22028226@qq.com
61 杭州华圣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1名；商务专员5名；人资经理1名；业务
技师1名；董事长助理1名。
联系地址：萧山区民企大厦B座二楼201室
联系方式：於女士88833329
电子邮箱：2652459931@qq.com
62 杭州萧山东方液压件有限公司
铣床工2名；数控车床操作工5名；加工中心操作工
5名；普通操作工（按钮工）5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朝阳社区265号
联系方式：陈女士82362814
电子邮箱：dfyy88@vip.163.com
6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
支公司第四营业部
保险代理人6名。
联系地址：银隆百货南大楼7楼天勤部
联系方式：周先生13805752561
电子邮箱：zwq32898@pa18.com
64 杭州正恒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房产销售5名；会计1名；电销主管1名；司机1名；
电销专员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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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山支公
司转塘镇营销服务部
综合金融实习生（应届生优先）若干名；销售员/销
售主管/销售经理10名；销售主管/业务精英10名；
综合金融经理人1名；人事专员3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江陵路1916号星耀城2期1号4楼
联系方式：方小姐18758213399
电子邮箱：24520622@qq.com
66 杭州恒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助理2名；QC外贸验货员1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540号心意广场3幢1601室
联系方式：徐先生22869129
电子邮箱：xmz@evermax.cn
67 浙江萧山金龟机械有限公司
车工1名；铣工1名；外磨、平磨、珩磨工1名；装配
钳工1名；镗工1名。
联系地址：湘湖路40号
联系方式：史女士13758130366
电子邮箱：815754746@qq.com
68 杭州以弗恒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装配工（实习生也可）2名；电气、电子工程师1
名；电气销售1名。
联系地址：钱农东路257号
联系方式：邵小姐82851495
电子邮箱：190984756@qq.com
69 杭州船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主管1名；招聘培训专员/主管1名；督导专员1
名；销售行政文员2名；电商文员1名；普工2名。
联系地址：闻堰街道亚太路1801号
联系方式：董先生85836577
电子邮箱：373156527@qq.com
70 浙江万向系统有限公司
SQE工程师1名；技术储备5名；一线操作工10名。
联系地址：建设二路创业路8号
联系方式：王女士13777846831
电子邮箱：wanghuajun@xt.wxqc.cn
71 杭州新涵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原材料仓库管理员1名；流水线操作工5名；缝纫工
5名；包装工5名；木工5名；普工3名；质检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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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若干名；预结算/出纳1名；销售工程师
若干名；食堂厨师1名；研发工程师若干名。
联系地址：浦阳镇
联系方式：何经理83733369
电子邮箱：tianyichenc@163.com
73 杭州锋泰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5名。
联系地址：北干街道金惠路钱塘明月小区282-46号
联系方式：丁先生17706716039
电子邮箱：872780360@qq.com
74 华润雪花啤酒（浙江）有限公司
行政管理员1名；机电工5名；酿造工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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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萧山钱江世
纪城分公司
高配工8名；综合维修10名；电工7名；形象岗5名；
消监控1名；保洁主管/领班1名；保洁员若干名；
PA技工3名；客房服务员8名；勤杂工若干名。
联系地址：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353号（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B座201）
联系方式：张先生15257105899
电子邮箱：1218593099@qq.com
76 杭州巨晋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若干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利丰路601号
联系方式：孙女士13735859779
电子邮箱：81897291@qq.com
77 杭州摩根置业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
客房服务员5名；工程技工（工程强电/弱电/维修/
空调技工）5名；中/西餐服务员5名；救生员1名；前
台接待/行政楼层接待3名；行李员3名；员工餐厅
厨师（帮厨）1名。

联系地址：金城路107号
联系方式：张女士、王女士82915888
电子邮箱：candice.zhang@hilton.com
78 杭州和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员10名；会计1名。
联系地址：滨江区滨文路12号
联系方式：徐女士13819178881
电子邮箱：502899988@qq.com
79 普特（杭州）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1名；董事长司机1名；阿里巴巴国际站
运营3名；跨境电商美工助理 3名；市场营销专员3
名；讲师3名。
联系地址：启迪路198号杭州湾信息港B1-501
联系方式：方女士15267631957
电子邮箱：591873868@qq.com
80 杭州世御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计划专员（PMC）4名；营运文员4名女性；生产
大组长3名女性；检验员（QC）6名女性；2018应届
毕业生5名女性；行政司机1名男性；流水线作业员
若干名女性。
联系地址：桥南区块鸿达路357号
联系方式：人力资源部83783708
电子邮箱：ethan_zhang@freshlab.cn
81 杭州志晟精密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品保主任1名；QA（品保工程师）2名；注塑机调机
技术员2名；塑胶模具钳工2名；EDM1名；CNC编
程（带操机）1名。
联系地址：桥南区块鸿达路165号
联系方式：人事部83527719
电子邮箱：hjc-lxq@mail.jccngs.com
82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若干名；电焊工1名；仓管员3名；保安3
名；普工若干名；物控专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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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杭州星苑装饰有限公司
室内设计师4名；家装顾问10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晨晖路928-930号
联系方式：石女士81601639
电子邮箱：605817020@qq.com
84 杭州如约而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若干名；招商专员若干名；人事专员2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望京B座2102
联系方式：傅先生18368066609
电子邮箱：ruguoyue@126.com
85 杭州德诚实业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2名；外贸单证员1名；银行标识普工4
名；样本普工6名；电焊工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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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杭州铭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车间主管1名；仓管1名。
联系地址：临浦工业园区悍马路
联系方式：沈经理82726860
电子邮箱：zhongxinglai@163.com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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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语文一对一教师2名；初高英语教师2名；初高
数学科学教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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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杭州市萧山区希骥艺术学校
市场专员10名；新媒体运营5名；播音主持/表演专
业老师5名。
联系地址：育才北路495号希骥艺术三楼
联系方式：朱老师15757161974
电子邮箱：674381912@qq.com
89 杭州湘永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10名；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10名。
联系地址：闻堰街道时代大道4887号湘湖科创园2
号楼403室
联系方式：金先生18069890013
电子邮箱：2274886581@qq.com
90 杭州市萧山区贝倍优培训学校
教师3名。
联系地址：临浦镇人民路12号
联系方式：何女士15267498995
电子邮箱：1063877573@qq.com
91 杭州逗逗龙服饰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1名；区域销售经理1名；陈列师1名；督
导1名；财务助理1名；仓库助理2名。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环新路167号
联系方式：徐女士13732225287
电子邮箱：271669313@qq.com
92 杭州沈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电工1名；测量员1名男性。
联系地址：金城路东南科创园
联系方式：李经理13706505973
电子邮箱：1395730580@qq.com
93 杭州瑞凯机电有限公司
检验员2名；数控车床操作工8名；淘宝客服1名；
630普车工1名；机修师傅1名。
联系地址：义桥镇田丰村田家265号
联系方式：任小姐18058757059
电子邮箱：rktz@hzrkjd.com
94 杭州飞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招商（应届毕业生）1名；督导/筹建2名；SEO
专员2名；网络编辑3名；文案/品牌策划3名；外卖
线上运营1名；新品研发1名；招聘培训专员（应届
毕业）1名；选址拓展2名；新媒体运营1名；平面设
计师2名。
联系地址：钱江世纪城望京商务大楼C2座3302室
联系方式：胡女士15058105655
电子邮箱：2864494946@qq.com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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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男性；工程部经理助理1名男性；
楼宇管理员（房管员）若干名；内勤（二级财务）2名
女性；保洁主管1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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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hfuw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