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江广门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博莱大药厂有限公司

富美家装饰材料(中国)有限公司

江西创银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广门电子有限公司是台湾立业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创建于2018年5月。公
司集研发、 生产、 销售一条龙服务，主要生产计算
器、 时钟、 温度记录器等电子产品。 公司经营理念为：
“品质保证、技术先进、改革创新、诚信可靠”。
本公司不仅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及精良的检测设
备，且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我们对全球客户以及
全体供应商，时刻充满感激之情，并全心全意秉持
此理念。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本公
司为员工提供完善的在职教育训练和良好的发展空
间，优越的薪资及良好福利待遇，并为优秀员工提
供每年一次旅游的机会。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加入，
希望广门电子能够成为您放飞梦想的理想家园。

1、储备干部，5名，电子信息相关专业，男女
不限，年龄20-45岁之间，有电子工厂2年以上工作
经验，待遇面议。

2、IE工程师，1名，电子信息相关专业，男女
不限，要求：写作业指导书(SOP)；会制做产线工
装、夹具；新产品导入(待遇面议)。

3、品质检验员，2名，电子信息相关专业，男
女不限，有电子厂工作经验2年以上，熟悉本岗位操
作规程，产品质量标准，仪器使用规程，做好产品
的OQC，IPQC相关工作，检测，分析产品质量，并及
时，真实的做好检验记录。

4、仓库管理员，2名，电子信息相关专业，男
女不限，年龄20-45岁之间，有电子工厂2年以上工
作经验，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0792-6977188    13979288343
联 系 人：查小姐
公司地址：九江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发展大道

公司创立于1999年，隶属于九江博莱农业集
团。九江博莱农业集团是一家集生猪产业一体化的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获得荣誉：中
国兽药行业30强；农业部兽药国家重点骨干企业；
江西省猪用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拥有员工300多名，大
专以上学历达55%，技术研发团队达40人。拥有国内
一流的生产和检验设备，目前拥有片剂(含中药提
取)/颗粒剂(含中药提取)、粉剂/散剂/预混剂、消
毒剂(固体)软膏剂/乳膏剂/滴耳剂等23条通过国家
农业部GMP认证的自动化生产线。是全国规模最大，
剂型最全的企业之一。

现因增加生产线，需诚聘以下人员：
1、研发员，2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化学、动

物科学、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 负责产品工艺优化，
工资面议。

2、搬运师傅，1名，男性，要求工作细心、有
耐心、 责任心， 负责货物转运/搬运工作，工资面议。

3、操作工，3名，高中及以上文化，35岁以下
负责宠物、外贸线产线生产工作，工资面议。

4、打包工，1名，男性，50岁左右 负责产品
打包工作，工资面议。

5、文职，1名，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用办公软
件 负责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工资面议。

6、机修，1名，懂电力知识，有设备维护经验
负责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工资面议。

7、包装，2名，工作细心、有责任心；有时下
班稍晚一些负责成品包装相关工作，工资面议。
福利：提供食宿、节假日及生日福利、五险一金、
旅游、带薪休假、工龄工资等。
联 系 人：周经理/何女士
联系电话：0792-6893401  18007921630

富美家- Formica是一家生产耐火板的外商独资
公司，于191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堤市成立至
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富美家公司不断
研发表面装饰材料新技术，将流行色彩与花纹、天
然石纹、木纹等表面处理与应用完美结合，生产制
造出各式各样的表面材料。目前，富美家生产的表
面装饰材料，都被广泛应用在家具、隔间、橱具、
火车、汽车、橱柜、船舶、电梯等方面。

公司因生产订单需要招聘操作工多名。
工作要求：
1、适应倒班工作安排，符合工厂要求的其它应

聘条件；2、初中以上学历；3、年龄：20-45周岁。
薪资结构：
1、月综合工资人民币6000元左右(含基本工

资、月度奖金、津贴、加班费)；2、高温费：300元
(6-9月享受)；3、年度薪资调整。

公司福利：
1、上下班有厂车接送；2、提供免费工作餐；

3、享有年度旅游、年度健康体检、带薪年休假；
4、享有生日礼品、节日礼品(中秋、 端午、 春节)；
5、全员足额缴纳社保(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生
育， 住房公积金)；6、 公司购买商业医疗保险；7、 年
终奖是1.5个月的基本薪资； 8、 提供员工技能培训。
联系人：周女士    联系电话：0792-2287688-3683
地  址：江西省柴桑区赤湖工业园通江东大道

江西创银科技有限公司诚招：
1、销售代表，2名， 大专以上学历，2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
2、装拆模男工，10名。
3、绕线女工，10名。
4、质检，3名。
5、生产文员兼打标员， 1名， 要求会操作电脑。
6、品管FQC/OQC，2名。
7、普工，15名，男女不限。
一、综合工资：4000－7000元/月(试用期女工

保底3200元，男工保底3500元以上)。
二、要求：年龄：18－50周岁，初中以上文

化，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三、有社保(五险)、有免费晚餐、高温补贴、
年终奖、年假、工龄工资、年度户外活动、每周休
息1天，享受法定节假日。
联系电话：0792-6893560 13755201033(微信同号)  
联 系 人：徐女士
地    址：江西省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庐山东路31号
         (高速公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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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春    惠民生    促就业迎新春    惠民生    促就业
春风行动系列活动于二月六日(腊月廿五日)开始在柴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微信公众号、柴桑区电视台、移动企信通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春风行动系列活动于二月六日(腊月廿五日)开始在柴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微信公众号、柴桑区电视台、移动企信通开展线上招聘活动

九江礼涞农业集团

江西智盛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思科防水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礼涞农业集团位于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富园
二路，先后获得国家级星创天地、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江西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省级科技创新示
范企业、省级院士工作站、省级技术中心、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江西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资质
和荣誉。

现因公司发展需要，特招聘以下人员：
1、总账会计，1名，要求：45岁以下；大专以

上学历；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集团财务工作经
验优先，工资面议。

2、财务经理，1名，要求：45岁以下；大专以
上学历；5年以上工作经验，有集团财务经理工作经
验优先，中级会计职称，工资面议。

3、普工，3名，要求：女性；诚实敬业，积极
肯干，身体健康，年龄55岁以下；工资待遇：计件
工资可达4000-5000元/月。

4、服务员，1名，要求：20-45周岁，工资
2800元/月，包吃住，月休3天。

5、洗菜工，1名，要求：60岁以下，工资
2200元/月，包吃住。

以上职位都享有以下福利待遇：
1、免费提供住宿；2、早中晚有餐补；3、全勤

奖；4、每年工龄工资，500元封顶；5、入职满一年
办理社保。
联 系 人：黄芬    电话：15107921042
公司地址：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富园二路

江西智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纺织、印染，
新材料研发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地
600亩，分别为九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和湖北黄梅
县大胜工业园，主要生产高端涤纶缝纫线、长丝绣
花线等。第一期完成10万纱锭，5万线锭及印染配套
设备生产线，启动第二期三万纱锭及二万线绽全自
动化配套设备，因扩大生产规模，特面向社会诚聘
细纱挡车工，细纱落纱工，自络挡车工，倍捻挡车
工，维修工等熟练工人才，男女不限。

具体招聘事项如下：
工资待遇(以产量计件方式，每月准时5号发放工资)
前纺5500元-7000元   细纱6000元-8000元
自络5500元-7000元   并线、倍捻5500元-7000元

车间配套中央空调，生产原料为环保型涤纶短
纤、涤纶长丝，无灰尘、无污染。

工作时间每天按12小时制，分白班和夜班。自
愿选择上夜班，按出勤增加夜班费，工龄工资，商
业保险。

公司免费包吃包住， 房间配置空调， 光纤WIFI， 
彩电。
面试方式：携带本人身份证、直接到公司办公楼行
政部登记、面试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东升大道
联系方式：行政部：18079265522(潘部长) 
          生产部：13829528033(叶厂长)
                  13870297903(徐主任)

一、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江西思科防水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6月2日
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型环保防水材料生产与防水工程

施工(防水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施工资质)
主要荣誉：中国建筑防水20强企业、江西省名

牌产品、江西省质量信用等级AAA级企业、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江西建筑协会防水分会执行会长单位、江西省建设
科技推广项目，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
体系认证、CTC产品质量认证等众多荣誉称号，以及
十六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两项软件著作权。

思科防水公司经十年不断拼搏努力，逆势开创
了江西建筑防水行业新时代；现虚位以待，诚招更
多的青年才俊加入我们团队，为中国防水事业贡献
更大力量。

二、招聘岗位
1、区域销售经理， 10名， 资格要求： (1)20-45周

岁， 男女不限； 专科及以上学历， 市场营销、 建筑、 建材
等专业优先； (2)善于沟通， 具有亲和力， 工作责任
心、 执行力、 团队协作精神强， 能适应出差； 岗位职
责： (1)了解和发掘客户需求及购买愿望， 介绍自己产
品的优点和特色； 收集潜在客户资料； (2)管理客户关
系， 完成销售任务， 收取应收帐款； (3)薪酬模式：底
薪+补助+销售提成； 提供免费工作餐、 住宿。

2、研发工程师，3名，资格要求：(1)20-45周
岁，男女不限，专科及以上学历，有机化学、石油
化工类等专业；(2)勤奋好学，富有责任心，工作细
致主动；岗位职责：(1)负责进行防水材料、新技术
的研究，以及品种和生产工艺配方创新、测试、应
用；(2)薪酬模式：保底工资(2800元/月)加绩效工
资；提供免费工作餐、住宿，技术贡献奖励优厚。

3、操作工，6名，男性，年龄52岁以下，吃苦
耐劳，保底工资2000元+生产奖金，绩效月工资
3500-6500元；提供免费工作餐、住宿。

4、仓库保管，2名，男女不限，熟练电脑基本
办公软件，富有责任心，工作细致主动，绩效月工
资3000-4000元。
地    址：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东区
公司网址：www.jxskfs.com
联 系 人：沈经理     邮箱：jxskfs@sina.com
电    话：0792-6976922     13970247776

1、平面设计师，1名，大专以上学历，美术、
设计专业， 3年以上平面设计工作经验。

2、机修电工，1名，年龄25-50周岁，有电工
证，责任心强，有制造企业的设备及电路维修维护
工作经验、党员、退伍军人优先。

3、施工员，1名，要求现场施工管理，能独立
完成项目。

4、门房，1名，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会
使用智能手机优先。

5、车间操作工，5名，要求年龄28-50周岁，长
期白班。

待遇：薪资面议， 设有节日福利、 提供食宿等。
联系电话：0792-6978066    胡经理

江西鑫万来食品有限公司

九江利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九江银帆纺织有限公司

九江东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鑫万来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位于
庐山之麓、鄱湖之畔的九江，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烘焙、餐饮服务的食品加工企
业。荣获江西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知名商
标、先进单位等荣誉。主营有发酵类冷冻面团、纯
手工等全系列挞皮、热加工烘烤类蛋糕等几大系列
产品，在国内同行名列前茅。

现因业务扩张，招聘以下岗位： 
1、手工挞皮，100名，保底工资2000元/月(含

100元全勤)，熟练后可以纯计件，9分/个，月综合
工资在4000元以上， 月休4天， 上班时间8:00-17:00。

2、奶酥菠萝包，20名，保底工资2500(含100全
勤)，每天任务900个， 900个以后的按照0.12元/个计
件， 综合工资在4000元以上， 月休4天， 8:00-17:00。

3、开酥，10名，保底加计件，综合月工资在
4500元以上。

4、挞皮切面摆面，10名，计时岗位，保底工资
2500元(含100元全勤)，月休4天，8:00-17:00。
    工作环境：中央空调、四季恒温、干净舒适、
提供食宿。
工作地址：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发展大道16号
         (华林特钢旁) 
联系方式：0792-7173961 / 6893906 /18770238275 
          黄女士/曾女士

九江利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家居用
品的出口企业。成立于2006年，公司主要生产西装
套、衣橱、收纳盒、洗衣袋、储物袋等家居用品，
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几十个国家。因业务发展需
要，现诚聘以下人员：

1、缝纫针车工，若干名，要求：男女不限，年
龄18-50周岁，熟手即可，工资：计件综合工资
3000-5000元不等。

2、包装工，2名，要求：女，年龄18-40周岁，
手脚灵活，诚实肯干，工资：计件综合工资2000-
5000元不等。

3、临时工，若干名，要求：男女不限，年龄
40-65周岁，工资计件。

4、生产组长，1名，要求：男女不限，年龄30-
45周岁，责任心强，曾在服装厂从事组长2年以上工
作经验。工资：综合工资4000-6000元不等。

5、人事专员，1名，要求：男女不限，年龄30-
45周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1年以上，具有良好的书
面、口头表达能力，具有亲和力和服务意识，沟通
领悟能力强；工资面议！

6、清洁工，1名，要求：女， 身体健康， 手脚麻
利， 爱干净， 8小时6天制， 综合工资1800-2000元/月。

一、计件员工月福利奖金：1、免费住房 ；2、满
勤奖； 3、免费工作餐；4、社医保；5、交通补贴。
    二、员工年福利奖金：1、新进计件员工前三个
月计件工价上浮20%；2、年度优秀员工奖；3、年度
工龄奖；4、老员工介绍新员工工作满6个月奖励
1000元；5、春节后开工，发放开门红红包；6、生
日祝贺、公司庆典聚餐、旅游等活动。
地址：九江市柴桑区沙河沙城工业园沙城大道38号
电话：0792-6893286 15387928092  联系人：邓女士 

本公司位于庐山脚下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
园，是一家以生产麻织品为主的民营企业，有二十
多年的成长历史，有完整的研发、生产、营销体
系，自有品牌“银帆”、“Yarnfan”、“麻宜伴
家”、“Ma-panca”是公司专有的产品和服务注册
商标，也是我们对市场、对客户的承诺。

现诚聘岗位如下：
1、市场营销员，2名，要求：男性，年龄35岁

以下，专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计算机2级以
上，工作时间：8小时，工资保底+提成，有驾驶证
优先。

2、挡车织布工，2名，要求：女性，年龄45岁
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做事勤快，服从安
排，熟手优先。工资待遇：3500-6000元/月。

3、码布工，1名，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
下，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吃苦耐劳，熟手优先，工
作细心，服从安排。工作时间：8小时，工资待遇：
4000-6000元；

4、勤杂工，1名，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下，
身体健康，做事积极主动。工作时间：8小时，工资
待遇：2100元(28天)十全勤奖十车间主任奖励十力
资(综合工资3000元以上)
    试用期(1个月)满缴纳社保，食住免费，享有法
定节假日。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联 系 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3767263610     0792-7173781

本公司专业生产中药提取、食品、化工、不锈
钢类非标容器。现因车间扩产，诚招以下岗位：

1、氩弧焊工、埋弧焊工，数名，年龄30-45周
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5000-8000元/月。

2、氩弧焊学徒工，数名，年龄30-45周岁，有
电焊基础者优先考虑，出师后薪资5000-6000元/
月。

3、电焊工及抛光工，数名，要求：男性，年龄
45岁以下，高中学历，在温州、上海地区做过同类
医药食品容器者优先考虑，薪资3500-6000元/月。

4、普工：5名， 要求： 男性， 年龄45岁以下， 有责
任心， 服从安排， 吃苦耐劳， 薪资3000-5000元/月。

5、电器工程师，1名，要求：男性，年龄45岁
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机电一体化专业，一年以
上相关工作经验，薪资面议。

6、实验员学徒，1名， 要求： 女性， 年龄25-35周
岁， 高中以上学历， 懂药理者优先考虑， 薪资面议。

7、车床工，1名，要求：男性，年龄45岁以
下，服从安排，有立车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
6000元/月。

8、清洁工，1名，要求： 女性， 年龄50岁以下，
能吃苦耐劳，主要负责车间地面卫生，薪资面议。
    以上岗位月休4天， 包食宿， 传统节假日发放福利!
联系电话：0792-6893339    殷总 13907022057
地    址：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庐山东路10号

九江历源整流设备有限公司

华林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九江华雄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历源整流器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集电源设备
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股份制民营企
业，是铜箔行业、PCB行业电源领导者。公司非常重
视研发，成立有企业院士工作站、国家电能变换与
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分中心，湖南大学——
历源整流器联合研发基地等研发机构。

现招聘以下岗位：
1、男普工，20名，要求：年龄20-43周岁，能

吃苦耐劳，身体健康，能适应加班(不上晚班)，包
吃住，购买五险，月薪4000-5000元。

2、女普工，2名，要求：年龄20-40周岁，视力
佳，能适应加班，包吃住，购买五险，月薪4000-
5000元。

3、品管员，2名，要求：男、女不限，年龄20-
40周岁，能吃苦耐劳，适应加班，接受能力强。能
适应加班，包吃住，购买五险，月薪4000-5000元。

4、电气工程师，2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
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电力电子、
信息工程等电气电子类相关专业，熟悉CAD、
Protel及各种常用软件，做事严谨、善于学习，积
极进取，吃苦耐劳，能够独立的完成工程项目的电
气设计及跟进，较强的团队精神，有生产一线实践
的经验优先，有做过电气类设计的经验优先，可接
收吃苦耐劳的优秀应届毕业生，月薪5000-8000元。

5、董事长助理，1名，薪资待遇面议，要求：
女性，年龄22-35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形象气质
佳，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熟悉各部门工作流程，有3年以
上相关工作经验。
公司地址：江西九江柴桑区沙城工业园沙城路40号
联 系 人：李女士
电话：0792-6893800/15207928058(手机微信同号)

华林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注册
资金9018万元，占地面积1300亩，是一家集模具钢
研发、冶炼、精加工、模具制造为产业链的实体企
业，是我省模具钢企业的龙头，也是九江市钢铁有
色产业链的骨干企业，荣获江西民营企业百强、制
造业百强、九江工业40强(列第六位)和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现诚聘优秀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期待有
梦想、有技能、有担当、愿与公司携手并进的有志
之士加盟共同发展!

1、储备干部，5名，男女不限，年龄25-30岁，
大专以上学历，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学习能力
强；应届毕业生均可，能熟练使用基本办公软件；
能适应偶尔外地出差，工商管理专业优先，社交应
酬能力强优先；包吃工作餐，月薪4000-6000元。

2、安环资料员，1名，女性，年龄25-40岁，大
专学历，积极主动，责任心强，两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应届生均可，学习能力强)，熟悉使用相关办
公软件，记录及管理材料的数据归纳，包吃工作
餐，月薪2800-3000元。

3、会计，2名，男女不限，年龄45岁以下，身
体健康，财务会计各项工作(不涉税)，有二年会计
工作经验；懂财务相关知识和分析，熟练使用用友
财务软件；有初级以上会计师证；包食宿，月薪
3500-4000元。
    4、电钳工，2名，男性，年龄45岁以下，身体
健康，会气保焊、气割、简单非标件工具制作；对
液压系统、冷却水系统故障熟练排除；熟练对中频
炉进行检修；行车电路维修；有中频炉检修经验优
先。包食宿，月薪5000-6000元。
工作地址：柴桑区赤湖工业园
招聘热线：杨女士 18270284894
邮    箱：2928927800@qq.com 
公司地址：柴桑区沙城工业园沙城路32号

九江华雄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玻
璃纤维的规模企业，位于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
（高速旁曹家上垅），因公司扩大规模特向社会招
聘：

1、拉丝捻线挡车工，若干名，男女不限，身体
健康，吃苦耐劳。年龄：18-45周岁，计件月收入
4500-8000元。

2、勤杂工，若干名，年龄：45 -60周岁，身体
健康，吃苦耐劳，月薪2500-3000元。

另：常年招收拉丝、捻线学徒工(男女不限)，
学徒时间15天左右，学徒期间发放生活费1000元，
上岗后计件工资3000-8000元/月（保底3000元）。

本公司提供食宿及相关优厚福利待遇有意者请
与叶先生联系

联系电话：18770926696   0792-6893999

九江慧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九江慧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网库集团在九江

的产业互联网区域总部。网库集团1999年8月成立

于北京，以产业互联网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使命，以成为国内领先的县域产业互联网运营

服务商为愿景。关注企业优势单品的供应链应用，

为全球中小微生产加工及制造企业提供全产业正品

优价的采购服务。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近300个

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300多个县域特色

产业平台，网库平台（www.99114.com）注册中小

企业会员1900万家，认证会员200万家，其中活跃

会员30万家，与其中具有单品优势的企业共同创建

了2600多个单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2013-2018年
实施工信部中小企业局指导的“腾计划”工程，推

动100万家中小微企业产业互联网培训。近三年，

累计推动企业间在线供应链交易超过6500亿元。现

在广募英才，共谋产业发展大计，现面向社会诚聘

网库集团九江区域总部工作人员。

一、招聘计划

本次公开招聘前台行政1名，平台运营20名，

商务人员10名。

二、招聘要求

1.前台行政任职要求：①20-30岁，大专以上

学历，有良好的职业形象和气质，懂得基本的前台

接待礼仪；②熟练掌握各类办公软件应用，互联网

基础知识，对互联网产品有一定了解；③有电话销

售和呼叫中心系统经验优先；④具备出色的电话沟

通技巧及熟练的网络交流技巧，思路清晰有耐心、

亲和力强。

2.平台运营任职要求：①20-30岁，大专以上

学历；②有半年以上互联网推广运营服务或客服销

售经验优先；③擅长沟通，学习意识强，能快速理

解公司的业务状况和客户的需求；④具备良好的沟

通能力，分析解决问题以及客户营销能力；⑤熟练

掌握各类办公软件应用，互联网基础知识，对互联

网产品有一定了解。

3.商务人员任职资格：①有电话销售和呼叫中

心系统经验优先，有一定客户资源有限；②具备出

色的电话沟通技巧及熟练的网络交流技巧，思路清

晰有耐心、亲和力强；③具备销售意识，能承受工

作压力，积极主动，能有效的合理安排时并保质保

量的完成工作。

三、招聘岗位职责

1.前台行政岗位职责：①负责公司行政前台日

常接待工作；②协助日常公司运营管理，起到承上

启下作用；③协助公司文件起草，对内与公司相关

各部门，对外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④负责办公用

品和清洁消耗用品的发放、消耗用品在以旧换新，

计划申购;⑤协助处理日常的一些统计考勤、会议纪

要等其他工作。

2.平台运营岗位职责：①负责处理客户疑问和

售后平台运营推广服务；②负责客户店铺产品日常

上传更新、推广；③负责日常客户回访，帮助客户

解决问题，提升客户满意度，提升客户续费率；④

负责完成客户产品上下游客户商机匹配与推送。

3.商务人员岗位职责：①收集客户及相关市场

资料，管理客户信息、建立/更新客户档案数据库；

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积极主动联系客户并进行

客户资源开发，公司提供客户资源；③负责与客户

之间的商务谈判，对意向客户进行维护与跟进，处

理跟进过程中的问题，最终促成合作签单；④根据

市场营销计划，完成业绩指标；⑤定期与合作的企

业客户进行沟通，建立良好长期的合作关系。

四、工作地点（环境）

九江市柴桑区悠然路泉塘安置小区（景湖酒店

对面）二楼

五、工资待遇

所有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从优，前台行政工资待

遇 3500-5000，平 台 运 营 、 商 务 人 员 3500-

6000，商务人员加提成奖金（因能定薪、上不封

顶），为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每年4次调

薪机会，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入职签订劳动合

同、缴纳五险一金，按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法定节

假日等福利。

六、报名方式

有意愿者请邮箱投递简历或电话联系

邮    箱：524263669@qq.com

联系电话：18779289219  徐女士

愿您的加入给我们带来新的活力，我们也将为

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江西省雄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雄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壹级施

工、甲级设计施工企业，集团总占地面积30万多平
方米，厂房面积22万多平方米。拥有5大生产车间，
32条(包括：桥梁、房屋、大型场馆、门式钢构车间
等)钢结构生产线。公司自2019年始大力引进先进机
器人制造设备。公司现有员工600多人，因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现大量扩招人员：

一、经营部
1、经营部部长，1名，负责审核招标文件、项

目合同评审，防范风险，市场拓展，款项回收等工
作。薪资范围：5000-10000元/月。

2、跟单员，10名，有从事钢结构行业跟单员工
作经验，熟悉跟单流程，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薪
资范围：3500-6000元/月。

二、技术部
1、详图分解员，10名，有钢结构工作经验5年

以上，熟练使用CAD、Tekla等制图软件；能根据项
目工程方案设计图，进行生产详图设计、分解；大
专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的优秀应届生，可接纳前
来实习，要求工作认真、细心、负责、抗压能力
强。薪资范围：5000-10000元/月。

三、安质部
1、安质部部长，1名，负责公司的质量标准和

要求的严格执行、公司钢结构产品的质量监督与管
理工作。包括：组织协调部门内质检员各项检验活
动，每日生产现场质量监督、巡查，产品质量信息
统计、分析与问题反馈以及质量改进方案与跟踪验
证等。要求有3年以上钢结构行业安质部管理工作经
验；熟悉钢结构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及相关检验规
范，了解质量管理体系；具备良好的人员管理和质
量管理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薪资范围：
6000-10000元/月。

2、安质人员，5名，高中以上学历，熟悉钢结
构技术工序，掌握焊接、切割、涂装等工艺技能，
精通图纸，有钢结构或船厂质检工作经验、有无损
检测资格证优先。薪资范围：4000-6000元/月。

四、财务部
1、财务副总，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8年以上

工作经验，有一般纳税人企业工作经验，熟练应用
财务及Office办公软件；有会计中级资格证者优
先。薪资范围：6000-10000元/月。

2、财务人员，3名，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
工作经验，有一般纳税人企业工作经验，熟练应用
财务及Office办公软件；有会计初级资格证者优
先。薪资范围：4000-6000元/月。

五、生产部
1、数控下料，10名，50岁以下，能熟练操作数

控火焰切割机、剪板机、埋弧焊、钻孔等，能根据
图纸的尺寸编写简单的程序，切割出合格产品。薪
资范围：4000-8000元/月。

2、组立，10名，50岁以下，钢结构组立熟练工
优先。薪资范围：4000-8000元/月。

3、埋弧焊，10名，50岁以下，有钢结构车间焊
接熔透焊缝经验，会使用龙门架埋弧焊。薪资范
围：4000-8000元/月。

4、校正工(机器校正+火焰校正)， 10人， 50岁以
下， 负责对钢结构加工产品与构件， 根据规范、 测量、
尺寸要求，进行冷校正和烤火校正。有过钢结构行
业火焰校正工作经验，掌握钢结构校正工艺，会操
作行车者优先考虑。薪资范围：4000-8000元/月。

5、铆工，30名，50岁以下，有2年以上铆工经
验，识图能力强，熟悉钢结构产品图纸。可独立掌
握热切割、划线定位、组对装配、钣金放样等技
能。薪资范围：4000-10000元/月。

6、装配工(拼装)， 30名， 50岁以下， 技校及以上
学历， 负责将零件组合成配件， 能看懂钢结构产品图
纸， 熟练热切割技能， 吃苦耐劳， 有钢结构制造或船厂
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范围：4000-9000元/月。

7、二氧焊工，30名，50岁以下，熟练二氧焊、
气保焊、埋弧焊、氩弧焊等技能；有钢结构制造或
船厂工作经验或有焊工证者优先。薪资范围：6000-
10000元/月。

8、抛丸除锈/铲渣打磨工，10人，50岁以下，
会操作立式抛丸机。薪资范围：4000-8000元/月。

9、喷漆工，8名，50岁以下，负责对清磨好的
工件喷涂防锈漆，在喷涂前后对工件进行摆放、免
涂漆保护、工件翻身、移走工件等作业。具有一般
金属加工和涂装技术知识及金属涂装辅助操作经验
者优先考虑。薪资范围：6000-9000元/月。

10、装卸工，5名， 50岁以下， 负责构件跨线转
运， 涂装构件的转运和收料， 以及构件发货等。 身体健
康， 具有机械起重基本知识和操作经验， 有叉车证、
行车证者优先考虑。薪资范围：6000-8000元/月。

11、智能制造与自动化， 10名， 中专及以上， 数
控、 机械相关专业院校毕业生， 能看懂CAD图纸， 吃苦耐
劳，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薪资范围： 4000-6000元/月。

12、机修工，8名，50岁以下，高中或技校以上
学历，负责车间流水线机器维修保养、设备维修，
有工业企业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经验和电工证者优先
考虑。薪资范围：5000-7000元/月。
企业提供住宿，有食堂(4.5元/餐)，每餐4荤2素。
地    址：九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
联系电话：0792-6830000   卢小姐

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服务热线：0792-6822897

联 系 人：马  燕

九江市柴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二○二一年元月

九江市柴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二○二一年元月

获得更多求职等相关信息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jjxldjy

公众号二维码

加 入 我 们 实 现 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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