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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招 聘
一、市场开发部经理（2名）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性格开朗外向、自信、语言
表达能力强、具有良好的营销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思维敏捷，能快速
学习新事物，具备市场开拓能力。
待遇：一经公司考核录用，月薪5000元以上，具体待遇面议。
二、期货从业人员（10名）
要求：经济专业毕业，熟悉网络，有期货从业经验优先。具有良好的营销能
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待遇：一经公司考核录用，月薪3000元以上，具体待遇面议。
三、电子商务专员（20名）
要求：能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性格开朗外向、自信、语言表达能力强
待遇：一经公司考核录用，月薪2000元以上，具体待遇面议。
电话：0551-4261307（徐经理）
地址：合肥胜利北路天骄国际B座2303

安徽山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招聘
一、分公司经理（5名）
要求：男性，40岁一下,能长期驻外工作；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工商
管理相关专业；三年以上市场营销、市场管理经验，并从事过区域经理；
熟练操作计算机软件，会驾驶优先；性格外向，为人诚恳，善于团队工作，
事业心强。
二、销售代表（10名）
要求：男性，30岁以下，条件优越年龄可适当考虑；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
销、工商管理专业；有一年以上营销工作经验；能长期在省内驻点；会驾
驶优先。
三、技术服务（10）
要求：男，40岁以下，中专以上文化；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会驾驶优先。
四、营销管理（1名）
要求：男性，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相关专业；从
事过5年以上工程机械市场营销、市场管理经验；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应
用软件；为人诚恳，善于团队工作，事业心强。
电话：15256063067、4369516（黄先生）
地址：瑶海工业园经三路6号（天宇机械园），乘157、12路到瑶
海家具大市场下，乘302路到原创生活站下

安徽云鹏节能玻璃公司招聘
一、文 员（4名）
要求：女性，20-30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
二、普 工（10名）
要求：男女不限，18-45岁，身体健康，有责任心。
待遇：2000元左右/月，包吃住。
三、划线打孔师傅（2名）
要求：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操作。
待遇：1500-2600元/月，包吃住。
四、裁片师傅（2名）
要求：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待遇：面议，包吃住。
五、驾驶员（2名）
要求：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证件齐全。待遇：面议。
电话：18955115378、4846858
地址：包河区繁华大道18号中泰产业园

安徽安瑞机械公司
一、普通车工（10名）

计件工资，每天工资100元左右。
二、加工中心操作工（4名）

计件工资，每天工资100元左右。
三、技术员（2名）

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2000元左右。
四、出纳会计（1名）

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1500元左右。
五、勤杂工（3名）

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1000元以上。
联系人：13955133922、4320034（蒋经理）
地 址: 瑶海工业园站北路5号

（乘301、302路公交十三里庙下即可）

招

聘

合肥航天电动车配件公司 招聘
一、仓库管理（2名）
岗位描述：对电动车配件进行入库出库管理；
要求：细心记忆力好，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高中以上
文化，18-30岁，合肥户口优先。
待遇：免费住宿及午餐，起步工资1200-1500元。试用期（3个
月）满后逐月（年）递增至3000元。
二、业务员（5名）岗位描述：在安徽省内进行电动车配件销售，
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户。
要求：有销售经验。
待遇：底薪+1%-10%提成，月收入3000元左右。
其他待遇：月度奖励、年度奖励。满1年可享受5天带薪探亲
假，公司补贴来回路费。人才外出培训。
电话：0551-4244316、2107867
地址：铜陵路与二环路交叉口大地气摩配市场

肥西南方汽车零部件公司 招聘
一、绘图员（2名）
要求：熟练三维、二维制图，有机械加工方面工作经验者优先。
待遇：试用期1800元/月，试用期后待遇从优。
二、机械维修（2名） 要求：熟悉设备电路维修者优先。
待遇：试用期1800元/月，试用期后待遇从优。
三、仓 管（2名） 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待遇：试用期1200元/月，试用期后待遇从优。
四、万能工具磨操作工（2名）
要求：熟练平面磨、外圆磨等操作。
待遇：试用期1800元/月，试用期后待遇从优。
五、化验员（2名） 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待遇：试用期1200元/月，试用期后待遇从优。
电话：15856990105（胡总）地址：肥西上派镇工业聚集区

合肥福阁茶馆 招聘
一、夜班工作人员（2名）
要求和待遇：男女不限，月休息两天，工资1500左右，工作强度小，
可边上班边上网。
二、可长期兼职人员
要求和待遇：男女不限，工资可半月结。以上人员年龄18-30岁，
身体健康即可,有工作餐。急招!
电话：13856906141、5608196（李经理）
地址：合肥市南国花园绮霞居9幢102室（义井路与界首路交叉
口，南国花园小学对面）

合肥恒业家具有限公司 招 聘
一、驾驶员（2名）
要求：C照以上，2年以上工作经验，能吃苦耐劳者优先。
待遇：面议，提供食宿。
二、送货员（4名）
待遇：面议，提供食宿。
三、销售经理 （3名）
要求：有一年家具销售工作经验，中专文化以上学历。待遇：
面议，提供食宿，
四、普 工（6名）
要求：40岁以下能吃苦耐劳。待遇：面议，提供食宿。
电话：18949862600、18949862601（杨先生）
地址：肥东开发区振东大道与祥和路交口（乘40路到东方家园站下）

合肥精诚玻璃有限公司
招 聘

普 工（5名）
要求：18-40周岁，身体健康。
待遇：提供食宿，1800-2200元/月。
电 话：13866105989
联系人：马经理
地址：合肥贵池东至路交叉口，安大西门

合肥聚源汽车美容护理
招 聘

一、洗车工：（2名）
要求：身体健康，男女不限，55岁以下。
待遇：1000-1300元/月，包吃住。

二、学徒工：（5名）
待遇：600-800元/月，包吃住。
联系人：13855191120、13083080916（王经理）
地 址：长江西路与西二环路交口十里庙美乐园商业文化广场。

合肥名座汽车用品销售部
招聘

一、熟练缝纫工 二、普 工 三、学 员
以上岗位要求：男女不限。
以上岗位待遇：面议。
工作环境好（冬夏两季有空调），工资待遇好，加班少，宿舍条件
好，免费提供食宿。
电话：13965127285（李经理）
地址：铜陵路与物流大道交口（馥邦汽车城）。

合肥启航运动用品公司
招 聘

一、店面营业员（2名） 要求：年龄22-~35岁，有一年以上销售经验
二、会计（1名）要求：年龄22~40岁，有二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财务相关业务。
三、行政助理（2名） 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会3D或 CAD优先。
四、售后人员（3名）
要求：年龄40岁以下，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主要负责送货安装。
五、售后经理（1名） 要求：年龄40岁以下，有一定的销售经验。
六、销售专员（5名）要求：年龄40岁以下，底薪加提成，有销售经验、会开车者优先。
七、渠道经理（2名）要求：年龄40岁以下.底薪加提成，相关经验。
以上岗位试用期1个月。工资面议，一经录用，待遇从优，单位办理五险。
电话：18963785800（徐经理）
地址：合肥屯溪路330号（乘4、14、117、119、121、116、122、226、21路公交
车到屯溪路站下）

合肥市红太阳不锈钢塑钢门窗厂
招 聘

一、不锈钢塑钢制作安装技师（5名）
要求：能熟练操作不锈钢塑钢制作焊接技术。
待遇：2000-4500 元/月，提供食宿（中晚餐），每月带薪休
息2天。
二、学徒工（2名）
待遇：600-2000元/月，提供食宿（中晚餐）。
以上岗位工作满一年，年终奖1000-5000元不等。
电话：13339283288（陈先生）
地址：徽州大道 1166号（银杏苑小区大门口）（乘快速公交
1，4、14、116路到卫塘站下即可）

合肥市红园饭店 招聘
一、服务员（10名）
要求：男女不限，18-3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待遇：1500—2000元/月+酒水
奖，包食宿，月休2天。
二、传菜员（5名）
要求：男女不限，18-3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待遇：1200—1500元/
月，包食宿，月休2天。
三、营销经理
要求：男女不限，25-4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待遇：面议
四、洗碗工（2名）
要求：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待遇：1200-1500元/月，包食宿，
月休2天。
电话：13855137725（符小姐）
地址：望江路与潜山路交口蜀山地税局斜对面（乘8、13、124、
136路到信旺华府骏苑下）

合肥思科企业咨询公司
招 聘

一、行政主管：（2名）
要求：能熟练掌握和使用办公软件及办公设备，有较强的语言表达

能力，普通话标准女性，有工作经验。
二、招聘顾问：（4名）
要求，专科以上文化，男女不限，人力资源，管理或营销类专业，有营

销从业经验，主要开展招聘单位信息收集开发与维护工作。
二、客户专员：（4名）
要求：专科以上文化，男女不限，人力资源，管理或文科类专业，较强

的沟通与协调能力，普通话标准，主要被派往合肥地区相关业务单位
现场处理人事业务。
以上岗位待遇：岗位不同待遇不同，保底工资1500元/月，平均综合

工资水平为1600-3000元/月。
福利：转正后员工享受五险，另享有各种法定节假日补贴，生日当天

礼品问候，夏季高温补助和年终奖金等，公司组织培训。
联系人：15256051133、5327060（宋经理）
地 址：高新区天波路6号，电子科学研究所412-416室
公 交：801、903、22及快速公交3到科学大道下

安徽丰华集团有限公司
招 聘 启 事

一、气保焊、氩弧焊工（数名） 要求：45岁以下，男女不限。待遇：计件制工资2200~
3000元以上，另招聘学员工。
二、折弯机操作工（数名）
要求：男性，45岁以下，另招聘学员工。待遇：计件制工资2000~3000元以上。
三、线切割人员（若干名）要求：男性，中专以上文化，相关专业毕业。待遇：面议。
四、钳工（10名） 要求：男性，高中以上文化，能吃苦耐劳，识图能力强，有工作经验
者优先。待遇：2000~2800元。
五、油箱车间操作工（10名）
要求：男女不限，年龄在18—30周岁，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待遇：面议。
六、司机（1名） 要求：男性，有B照证，两年以上的驾驶工作经验。待遇：面议。
七、质检员（3名）要求：男女不限，学历高中以上学历，年龄25—35岁，动手能力强，
本地户口，已婚，有检验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
八、等离子切割机操作工（数名） 要求：男女不限，计件制工资。
九、铆焊班普工（3名）
要求:男性，年龄30~40岁左右，吃苦耐劳。待遇：面议。
十、金工（2~3名） 要求：女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25~35岁，已婚，能吃苦耐
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
以上岗位均免费提供食宿，双职工提供夫妻房。
电话：0551—7318028、7317068（任女士）
地址：合肥龙塘工业园（乘28路车到小徐岗站下）

注：所有工种薪资面谈。
公司地址：合肥北城岗集工业园，市内可乘143路到岗集终点
站下。
联系方式：0551-6778266 6778277

徐女士 18956071711 13721047123
黄先生 18956071701 15805601182

一、客房部经理（5名）
二、客房服务员（20名）
三、前台收银员（10名）
四、前台礼宾员（5名）
五、销售经理（5名）
六、办公文员（2名）

七、工程人员（2名）
八、KTV领班（5名）
九、KTV服务员（40名）
十、KTV收银员（10名）
十一、预订员（3名）
以上岗位包食宿、购买保险

合肥新望江酒店管理公司招聘
安徽省合肥市新望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三星级

酒店--合肥望江宾馆、7+1商务酒店，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热
情诚邀您与我们一起发展自己精彩的职业生涯，您的每一份
耕耘都会得到相应的收获！

电话：0551-3695678（吴先生、李小姐）
地址：合肥市南七望江宾馆南二楼人力资源部面试

安徽省华耀玻璃有限公司 诚聘
企业副总1名
销售总监1名
业务员10名
销售内勤1名
生产厂长1名

行政管理1名
会计2名
质检6名
仓管2名
驾驶员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