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招聘专区（第二批）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工种 要求 工作经验 学历要求 工资待遇 岗位介绍

1 天津市茂海永泰纸制品
有限公司

纸板线机长 18—45岁以上 两年 初中 5000-8000 能独立操作完成换纸上纸

瓦裱机长 45岁以下 2-3年 初中 7000-9000 能操作美光裱纸机

彩印助手 45岁以下 2-3年 高中 4500-6000 协助机长上纸、上墨

普工 55岁以下 不限  初中 4000-5000 负责纸板码盘

纸箱普工 55岁以下 不限  初中 3300—4500 上纸、码盘

2 天津市茂海纸业印刷有
限公司

电工 40岁岁以下 要有电工证 高中以上 4500-5500
能够严格遵守电路技术规程和安全规
程，负责车间电气设备的维护、修理

工作，保证电气设备正常运转。

品检员 40岁岁以下 不限 中专以上 3200-5000
负责公司产品原材料进厂前的品质检
查、产品生产过程中品质检查以及产

品出厂前的品质检验

男操作工 55岁岁以下 不限  初中 3500-6000 抬板、机台上料、接料、码料等

女操作工 50岁岁以下 不限  初中 3300-5000 机台上料、码料等

发货员 50岁岁以下 不限  初中 3500-5500 根据送货清单进行产品理货、发货工作

3 天津市茂海津福纸制品
有限公司

会计 40岁以下 不限  大专 3500-4500 会计专业，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熟练
应用财务及Office办公软件

印刷机长  45岁以下 不限 初中以上 6000-8000 包吃包住，上8下8，两班倒.

发货员 45岁以下 不限 初中以上 计件 包吃包住，上8下9，两班倒.

普工 45岁以下 不限 初中以上 3500-4500 包吃包住，上8下10，两班倒.

抱车工 40岁以下 不限 初中以上 4500-6500 长白班，要求有专业证



4 天津市迎水晋乡居餐饮
有限公司

厨师 55岁以下18岁以
上 3年以上 不限 6000k

负责安排原料申领、加工、烹调食
品，严把凉菜质量关； 督导员工按规
格加工制作凉菜，保证出品凉菜的口
味、按规格装盘，将配带必需的卤汁

和佐料，按点菜顺序及时出菜。

厨师 55岁以下18岁以
上  5年以上 不限 6000k-7000k

1、负责面点房的日常管理工作；2、
督导面点厨师按照操作程序和工艺要

求制作各式面点

厨工 55岁以下18岁以
上 不限 不限 3000k-4500k

1、打荷准备。 2、为炉灶厨师分派需
烹饪的菜品 3、装饰菜品并出菜  4、
与传菜部紧密合作，根据菜单先后，
缓急指挥出菜，头脑清晰，有条不

紊，有效协调厨房各部高效作业协助
灶台厨师出菜、预备和配制调味汁，
传递原料和工具，随时保持工作台面
的清洁，提醒各灶台厨师补漏，选择

菜品器皿，点缀、装盘。  

收银员 45岁以下18岁以
上 不限 初中以上 4000k

负责店面的收银工作，做好营业前准
备，认真检查收银机、打印机、验钞

机、POS机等设备工作是否正常，并做
好清洁保养工作，确保物品摆放整齐

有序，检查零钱准备是否充足。

服务员 45岁以下18岁以
上 不限 不限 4000k

1、按照规定布置餐厅和开餐前的准备
工作。 2、按照服务规格、操作程序为
宾客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工作。 3、

做好餐后的收尾工作。

传菜员 55岁以下18岁以
上 不限 不限 3600k

协助准确地把厨房加工好的菜送到各
个餐厅的餐桌边，交于人员。 ；检查
厨房中出菜时的餐具边缘是否完好，

在送至餐厅。

保洁员 58岁以下18岁以
上 不限 不限 3600k 负责店面的卫生清洁工作

洗碗工 58岁以下18岁以
上 不限 不限 3600k 负责餐厅的餐具清洁



5 天津市金全聚香斋清真
食品专业合作社 操作工 55周岁以下18周

岁以上 不限 不限 3000-5000元

1、包装工。负责产品包装、称重、装
箱等。 2、生产车间工人。负责原材料
的处理，车间卫生等事宜。 3、厨房做
饭人员一名，负责员工的三餐及过道

卫生。

6 天津锦龙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

前厅部接待员 35岁以下 有经验者优先 高中及以上学历 3000元-4000元

热情周道的为客人办理入住、结账工
作，及时、准确接转电话；负责前台
区域的环境维护，保证设备安全及正

常运转

前厅部预订员 45岁以下 有经验者优先 高中及以上学历 3200 元
接受客人预订；监控每日各网络价

格，完成网络价格调整、订单审核工
作、部门考勤统计工作

客房部房扫员 50岁以下 有经验者优先 无 3000元-4000元

1.掌握所负责楼层的住客情况，提供对
客服务。2.管理好楼层定额物品，严格
控制用品消耗。3.负责房间的卫生清洁
工作。4.负责布草的收集、更换、摆放
工作。5.负责工作间的卫生清洁工作

安保部主管  50岁以下 有国考消防证 高中及以上学历 3500元

1.配合安保部经理主持安保部日常工作
。2.组织全体安保员高质量的完成酒店
保卫工作，确保酒店人、财、物的绝

对安全。3.指定安全管理制度，消防预
案，突发事故应急预案。4.开展“防火
、防盗、防破坏、防爆、防突发事件”
的“五防”安全教育、法制教育。5.发现
消除安全隐患，指挥重大活动的现场

安全工作。6.保障员工和宾客的生命安
全，注重对酒店经营部位和要害部位

的安全管理

安保部领班 50岁以下  有经验者优先 高中及以上学历 3000元-4000元

1.配合安保部主管开展安保工作。2.懂
得有关安全保卫消防等职务知识。3.精

力充沛、头脑清醒，能适应运转班
次，具有语言组织能力，善表达。4.正

确处理突发事件



6 天津锦龙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

工程部主管 50岁以下 有经验者优先 高中及以上学历 3500元

1.制定本部门预防性维修保养计划，有
效保障酒店设备、设施安全经济运行
完好。2.掌握当班能源消耗及维修费

用，确保酒店最大限度节能、节支。3.
推行节能运行计划的实施和运行维修

费用预算的控制。4.检查施工与工程进
度。5.协助工程部经理建立完整的设备

技术档案和维修档案

7 天津渝湘江南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前厅服务员 年满18周岁以
身体健康、开朗外向、
态度积极、希望在餐饮

行业有一番作为
中专及以上学历 3500起 服务员、传菜员、领位、收银员等前

厅服务类岗位

厨房厨师 年满18周岁以

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诚实守信、希望提高自
身专业技能并愿意从事

餐饮行业

中专及以上学历 3500起 凉菜、炒锅、砧板、荷台、综合组、
鸭班等厨房厨师类岗位

8 天津市天宇胶管股份有
限公司

截管工 40岁以下 无 无 5K-7K 根据要求对相应胶管进行裁切

标记工 40岁以下 无 无 4K-6K 胶管上打标记

轧胶工 40岁以下 无 无 7K-10K 炼胶

9 山东米科思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装配钳工 不限 无 无 5000-8000元 普工岗位

机加工 不限 无 无 6000-8000元 镗床/龙门铣

喷漆工 不限 1年 无 6000-8000元 喷漆/喷塑

销售经理 不限 不限 专科及以上，机
械/营销类专业 5000元+提成 销售经理

售后服务 不限 不限 不限 4000元+提成 普工岗位，能适应长期出差

外贸专员 不限 不限 本科及以上，英
语专业 5000-7000元 能接受国外出差

会计 不限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本科及以上学历 3500-5000元 会计



9 山东米科思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安环专员 不限 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优
先 专科及以上学历 4500元 安环专员

工艺工程师 不限 不限
不本科及以上机
械类专业，焊接

工艺
7000-10000元 工艺工程师

技术人员 不限 不限 本科及以上学
历，机械类专业 7000-10000元 技术人员

10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操作工 17~38岁以上 不限 初中以上 6000元以上

男女不限；包吃包住；主要从事太阳
能光伏产品的生产；作业内容：人工

辅助机器进行生产及加工。



沪浙苏招聘专区（第二批）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工种 要求 工作经验 学历要求 工资待遇 岗位介绍

1 国巨电子（中国）
有限公司 工人 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 无 无 5000-6000元 工人

2 金德精密配件（苏
州）有限公司 工人 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 无 无 4500-6000元 工人

3 万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操作工 18 -40周岁，男女不限 无 初中（含）以

上学历 4500-6000元
能配合加班，
两班倒，服从

管理。

4 宁波璨宇光电有限
公司公司 工人

年龄18周岁到38周岁，男
女不限，认识26个英文字

母
无 无 6000-8000元 工人

5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
公司 工人

年龄18周岁到38周岁，男
女不限，. 视力0.2以上，
无散光、色盲。手指纤

细，无脱皮手汗、无颤抖
。

无 无 6000-8000元 工人

6 宁波旺泉电子有限
公司 工人 16周岁到45周岁，男女不

限 无 无 5000-6000元 工人

7 宁波金艮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

1、具备酒店招聘相关知
识和能力，熟悉招聘相关
流程以及招聘渠道；2、
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交流能力、分析判
断能力；3、人力资源、
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
系相关行政专业；4、熟
悉国家关于劳动合同、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5、熟悉酒店各部门

相关SOP操作流程，

无 无 4k 人事专员



7 宁波金艮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市场销售经理

1.宁波区域从事酒店、旅
行社等三产企业从事相关
岗位1年以上，并拥有相
关客户资源；2.熟悉酒店
行业及当地景区行业状

况，对公司发展方向有共
同价值观；

一年

大专以上学
历，酒店管理
、市场营销类
等相关专业

4k+提成 市场销售经理

前台接待

1年以上酒店物流行业经
验，具备良好的学习心

态，工作态度认真，抗压
能力强；3.具备相关计算
机能力，熟练运用酒店办
公软件，愿意投身酒店服

务行业。

无

大专以上学
历，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等
相关专业优先

3k+提成 前台接待

值班经理

宁波区域四五星级酒店从
事相关岗位2年以上，有
开元酒店品牌下属酒店工
作经验优先，并拥有处理
宾客投诉的应变；3.熟悉
酒店行业及当地景区行业
状况，对公司发展方向有

共同价值观；

两年

大专以上学
历，酒店管理
、市场营销类
等相关专业

5k 值班经理

楼层服务员

1.酒店服务意识强，对客
热情，年龄45岁以下；2.
熟悉并掌握酒店卫生清洁
流程，对公司发展方向有

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1
年以上 初中以上学历 3k+提成 楼层服务员

餐饮服务员

1.酒店服务意识强，对客
热情，年级35岁以下；2.
熟悉并掌握酒店餐饮接待
服务流程，对公司发展方

向有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1
年以上 初中以上学历 3k+提成 餐饮服务员



7 宁波金艮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工程保养工

1.酒店服务意识强，对客
热情，年级50岁以下；2.
熟悉并掌握酒店工程维保
服务流程，对公司发展方

向有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1
年以上，维修技
能娴熟，水电工
、管道工、木工

优先录用

高中以上学历 3k-5K 工程保养工

安全员

1.酒店服务意识强，对客
热情，年级45岁以下；2.
熟悉并掌握酒店消防安全
防护流程，对公司发展方

向有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1
年以上，安全消
防技能娴熟，有
消防证、退伍军

人优先录用

高中以上学历 3k-5K 安全员

厨师

1.酒店服务意识强，年级
45岁以下；2.熟悉并掌握
菜品制作流程，对公司发
展方向有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2
年以上，技能娴
熟，有厨师技能

证优先录用

高中以上学历 3k-7K 厨师

采购员

1.对成本控制意识强，具
有驾驶证，年级45岁以

下；2.熟悉并掌握酒店采
购操作流程，对公司发展

方向有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1
年以上，有高星
级酒店采购经验

优先录用

高中以上学历 4k 采购员

传讯主管

1.酒店服务意识强，对客
热情，年级40岁以下；2.
熟悉并掌握酒店品牌传讯
操作流程，对公司发展方

向有共同价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1
年以上，有高星
级酒店传讯工作
经验优先录用

高中以上学历 4k-5K 传讯主管

仓管员

1.酒店服务意识强，年级
50岁以下；2.熟悉并掌握
酒店仓库管量操作流程，
对公司发展方向有共同价

值观；

从事相关岗位2
年以上，有高星
级酒店财务仓库
管理工作经验优

先录用

高中以上学历 底薪+提成 仓管员



大湾区招聘专区（第二批）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工种 要求 工作经验 学历要求 工资待遇 岗位介绍

1 广东世腾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开槽机长 55岁以下 1年以上开机经验 不限 5000-6500 两班倒，能接受上夜班。

手钉机机长 55岁以下 1年以上手钉机操作经
验 不限 5000-7500 两班倒，能接受上夜班。

高速印刷机长 45岁以下
3年以上独立操作高速
印刷机经验，3年工作

经验
不限 7000-9500 两班倒，能接受上夜班。

链条机印刷机机长 45岁以下
 2年以上独立操作链条
印刷机经验，3年工作

经验
不限 6000-7500 两班倒，能接受上夜班。

自动粘箱机机长 45岁以下
3年以上独立操作高速
印刷机经验，3年工作

经验
不限 6000-7500 两班倒，能接受上夜班。

纸箱车间主管 45岁以下
5年以上纸箱厂纸箱车
间管理经验。熟识纸箱

生产品质要求
不限 面议 车间管理。

啤机机长 45岁以下 2年开机经验 不限 5500-7500 两班倒，能接受上夜班。

预印副手 48岁以下 无 不限 4500-6000 1、协助预印机长开机，长白班。 2
、吃苦耐劳，服从管理。

纸板运输普工 30岁以下 无 不限
试用期3500 

试用期后
4200+绩效

车间点数，两班倒，需要上夜班

生产文员 35岁以下 使用熟练办公软件  高中及以上 3300-3800
1、做生产报表。 2、部门手工考勤
整理。 3、部门经理交代的其他事务

。



1 广东世腾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跟单员 38岁以下 使用熟练办公软件 不限 面议
1、与客户沟通，接单、入单。 2、
催仓库送货。 3、纸箱纸板跟单优先

。

文控文员 30岁以下
1、有ISO内审员资格
证。 2、有过推行ISO

体系经验的优先。
不限 面议

1、负责ISO体系的维护工作,(质量体
系\环境体系\健康安全体系)。 2、协
助经理完成客户审厂工作 。 3、协助

经理做数据统计工作。

纸箱销售员 不限
  1、熟识纸箱产品销

售工作用。 2、纸箱行
业销售经验3年以上。

 高中及以上 3000-8000 1、开拓客户资源，完成销售任务。 
2、抗压能力强，能适应出差。

QE（品质工程师）  40岁以下

1、包装行业品质管理
5年以上工作经验，3

年以上品质工程师或主
管任职经验，熟悉QC7
大手法、8D、PDCA。

 高中及以上 面议

1、具有较好的抗压能力，内外沟通
协调能力强。 2、工作负责，团队协
助及执行能力良好。 3、会使用性能

检测设备，为人正直，心态好。

设计员  45岁以下

1、熟悉平面，3D设计
软件（AI,PS,CDR,CAD
等软件）。 2、有2-3
年设计工作经验。 3、
有纸箱、纸板厂设计工

作经验优先。

大专 面议 设计员

IPQC 36岁以下

 1、包装行业（懂纸板
、纸箱、印刷及后段粘
箱、打钉、切模等工序
任一种），2年以上工
作经验，1年以上IPQC
任职经验。 2、懂品质
统计手法及抽样标准。

高中及以上 面议

1、具有较好的抗压能力，沟通协调
能力，原则性强。 2、为人正直，执
行能力强。 3、会操作性能检测设备
。 4、可以招生手，有人教，只要肯
学。 5、有上进心及良好的团队意思

。 6、能接受上夜班。

清洁员 50岁以下 无 不限 3200-3500 负责厂区卫生

PMC 40岁以下 有纸箱纸板厂工作经验
优先 不限 面议

1、跟催计划生产排程； 2、对物料
的计划、跟踪、收发、存储、使用
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和呆滞料的

预防处理工作； 3、熟手优先，月休
2天。



1 广东世腾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机修 40岁以下

 1、有纸箱纸板包装二
级厂机修3年以上工作
经验。 2、有电工证，
持证上岗. 3、5年以上
工作经验，20-45岁。

不限 6800-8500 对纸板线设备、印刷纸箱设备进行
维修，维护。

大货车司机  45岁以下 持有B牌驾驶证，有从
业资格证 不限 6000-8000 1、驾驶大货车，搬运货物，签单，

交货。 2、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

小货车司机 45岁以下 无 不限 4000-5500
1、驾驶蓝牌小货车，搬运货物，签
单，交货。 2、能吃苦耐劳，服从安

排。

跟车员 45岁以下 无 不限 4000-8000 1、跟车卸货，搬运货物； 2、能吃
苦耐劳，服从安排。

客服主管 45岁以下 纸品、纸箱同类岗位3
年以上  大专 面议

1、负责部门成员培训与绩效考核 。 
2、负责客户维护、调研及改善工作
。 3客户销售预测，对账异常处理及
原材料申购预测。 4、负责部门订单

运货、报价、对账等单据审核。

抱车司机 45岁以下 有2年以上抱车叉车工
作经验，有叉车证 不限 面议

1、负责生产线的物料调动。 2、要
服从领导管理，能接受上夜班，2个
人一个班。 3、要跟生产线，熟手。

2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10010热线
客服 18岁及以上 无 中专及以上 4000-6000 中国联通10010热线客服

3 广州万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生产线操作工  女：38岁以下 无 初中以上 5000-5500 生产线操作工

4
东莞欧珀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
（OPPO)

操作工 18岁以上 电子厂工作经验优先  初中以上 5000-7000 操作工

5
（美的集团）广
东威灵电机制造

有限公司

班组长 35岁以下

 专业不限，机电一体
化、电子SMT类、机械
类、电气类、材料类、
制冷类等工科专业优先

 大专以上 4500-6500 班组长



5
（美的集团）广
东威灵电机制造

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 35岁以下

专业不限，机电一体化
、电子SMT类、机械类
、电气类、材料类、制
冷类等工科专业优先

 大专以上 4500-6500 综合管理

品质检验 35岁以下

专业不限，机电一体化
、电子SMT类、机械类
、电气类、材料类、制
冷类等工科专业优先

 大专以上 4500-6500 品质检验

设备维修 35岁以下

专业不限，机电一体化
、电子SMT类、机械类
、电气类、材料类、制
冷类等工科专业优先

 大专以上 4500-6500 设备维修

工艺技术 3岁以下

专业不限，机电一体化
、电子SMT类、机械类
、电气类、材料类、制
冷类等工科专业优先

 大专以上 4500-6500 工艺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