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坪坝 武侯融合“云招聘”
高校毕业生专场信息发布

两城联动 空中融合，10000 余岗位静待贤才！

随着成渝经济圈建设的加速，沙坪坝区与成都武侯区人

力资源服务合作持续加强，率先实现了人力资源信息互通共

享和用工跨域协调。

更多人力资源服务和用工信息请关注两地公众号“武侯

微就业”和“沙人社店小二”。

附件：成都地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信息



成都地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信息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岗位名称
招聘

人数

薪资待遇
学历要求 工作地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下线 上线

1 武侯区
智越同创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销售 7 25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科华南路 1号，范悦

国际对面
周亚梅 18881879947

2

武侯区 成都新东方学校 店长助理（市场运营方向） 20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段 45

号新希望大厦
张涵信 18783274503

武侯区 成都新东方学校 课程顾问 20 5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段 46

号新希望大厦
张涵信 18783274503

武侯区 成都新东方学校 学习管理师 20 4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段 47

号新希望大厦
张涵信 18783274503

武侯区 成都新东方学校 前台综合顾问 20 4000 7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段 48

号新希望大厦
张涵信 18783274503

武侯区 成都新东方学校 后勤物资管理专员 3 3500 4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段 49

号新希望大厦
张涵信 18783274503

3

武侯区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放射科医师 1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3号 邹女士 18080818909

武侯区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妇产科一线医师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3号 邹女士 18080818909

武侯区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文案策划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3号 邹女士 18080818909

武侯区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收银员 2 3000 4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3号 邹女士 18080818909



武侯区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诊室秘书 1 3000 4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3号 邹女士 18080818909

武侯区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妇产科护士 3 3000 4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3号 邹女士 18080818909

4

武侯区 四川中铭建设有限公司 法务 1 5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722

号复城国际 T4
李晓 17381953203

武侯区 四川中铭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员 6 45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722

号复城国际 T4
李晓 17381953203

武侯区 四川中铭建设有限公司 内勤资料员 2 35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722

号复城国际 T4
李晓 17381953203

武侯区 四川中铭建设有限公司 造价员 2 6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722

号复城国际 T4
李晓 17381953203

5

武侯区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
值班经理岗 2 10000 15000 其他 武侯区西部智谷 B区 谢女士 010-86379471

武侯区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 BPO 管理岗
2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江苏泰州 谢女士 010-86379471

武侯区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
高级 java 开发工程师 3 16000 3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B区 谢女士 010-86379471

6

武侯区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海外销售员 3 6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深圳 吕欢欢 15388132454

武侯区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研发工程师 3 10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深圳 吕欢欢 15388132454

武侯区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证劵主管 1 8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 吕欢欢 15388132454

武侯区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法务主管 1 8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 吕欢欢 15388132454



武侯区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设备专管 1 8000 8000 大学本科 大邑 吕欢欢 15388132454

7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岗 1 4500 6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73号（此

岗位上班地点在新津）
张云霄 15388132454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家电产品技术员 7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73 号 张云霄 85373615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技术员 2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73 号 张云霄 85373615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员 2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73 号 张云霄 85373615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员 2 4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73 号 张云霄 85373615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管培生 5 4000 6000 大学本科 全国 张云霄 85373615

武侯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售前客服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73 号 张云霄 85373615

8

武侯区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面包导购 10 3000 4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莱蒙都会 B1 层 人事 19908232545

武侯区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实习生 1 2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莱蒙都会 B1 层 人事 19908232545

武侯区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物流生产主管 1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莱蒙都会 B1 层 人事 19908232545

武侯区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肉禽蛋师傅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莱蒙都会 B1 层 人事 19908232545

武侯区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水产员工 3 2000 4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莱蒙都会 B1 层 人事 19908232545



武侯区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物流实习生 3 3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益州大道中段 722

号复城国际广场
人事 19908232545

9 武侯区
四川明清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专业监理工程师（房建、

市政、公路、安装等）
50 3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四川省成都市二

环路南三段 5号 B 座 2楼
曾丹 028-85210986

10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预算员 3 4000 55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路 1号 赵女士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2 8000 120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路 1号 赵女士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业务经理 5 6001 85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致民路 1号 赵女士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设计员 2 4000 65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路 1号 赵女士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绘图员 2 3500 45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路 1号 赵女士 13982014817

11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公职类培训讲师 20 5000 15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教招类培训讲师 20 5000 15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公共基础知识法律讲师 20 5000 15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公共基础知识非法律讲

师
20 5000 15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考研类培训讲师 15 5000 15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管理培训生 20 5000 8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学习规划师 10 4000 10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武侯区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市场储备干部 10 4000 7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保

利中心 C座 12 楼
唐老师 17844623389

1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库管 1 3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产品收发员 6 3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焊工 2 5000 7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质检员 2 35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工程售后服务 2 4000 6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充装工 10 3500 6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武侯区 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6 3500 8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509

号
杨女士 18980932952

13

武侯区
四川乐友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
店长 10 4500 7000 其他 就近分配 徐女士 18980881072

武侯区
四川乐友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
收银兼导购 10 3000 6000 其他 就近分配 徐女士 18980881072

14

武侯区
成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质量标准研究员 5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8 号 陈女士 17358614020

武侯区
成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检验员 3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8 号 陈女士 17358614020



武侯区
成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分离纯化项目负责人 2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8 号 陈女士 17358614020

武侯区
成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实验助理 3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8 号 陈女士 17358614020

15

武侯区 中唐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5 6000 12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355号西

部智谷 A区 2 栋一单元 401
黄绍蓉

13880090359

028-85368868

武侯区 中唐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预结算专员 2 4000 5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355号西

部智谷 A区 2 栋一单元 401
黄绍蓉

13880090359

028-85368868

武侯区 中唐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工程师 2 8000 12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355号西

部智谷 A区 2 栋一单元 401
黄绍蓉

13880090359

028-85368868

武侯区 中唐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管理 5 7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355号西

部智谷 A区 2 栋一单元 401
黄绍蓉

13880090359

028-85368868

武侯区 中唐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投标资料员 5 3000 45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355号西

部智谷 A区 2 栋一单元 401
黄绍蓉

13880090359

028-85368868

武侯区 中唐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研发工程师 1 12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355号西

部智谷 A区 2 栋一单元 401
黄绍蓉

13880090359

028-85368868

16

武侯区
四川空间座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NET 开发工程师 2 3500 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 13 号蓝海

office C 座 1306
邢女士 15680906760

武侯区
四川空间座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石油行业信

息化
2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 13 号蓝海

office C 座 1307
邢女士 15680906760



武侯区
四川空间座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前端开发工程师 4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 13 号蓝海

office C 座 1308
邢女士 15680906760

17

武侯区
四川寿而康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院长 1 7000 15000 大学专科 工作地点：重庆、宜宾、成都 付洁 13882158469

武侯区
四川寿而康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护理部主任 1 5000 10000 大学专科 工作地点：重庆、宜宾、成都 付洁 13882158469

武侯区
四川寿而康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营销企划经理 1 6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 付洁 13882158469

18

武侯区
成都宏天智电子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2 5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 朱洪萍 18227601087

武侯区
成都宏天智电子有限公

司
技术工程师 3 5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乐山 朱洪萍 18227601087

武侯区
成都宏天智电子有限公

司
技术员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阿坝州汶川县 朱洪萍 18227601087

武侯区
成都宏天智电子有限公

司
销售精英 6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 朱洪萍 18227601087

武侯区
成都宏天智电子有限公

司
标书制作专员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 朱洪萍 18227601087

武侯区
成都宏天智电子有限公

司
商务 1 3000 45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 朱洪萍 18227601087

19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软件实施工程师 2 7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移动应用开发工程师 1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网络工程师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自控工程师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售前技术支持工程师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客户经理 1 7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武侯区
成都格理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方案工程师 1 10000 13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香年广

场 T3-2501
张力 18140064523

20

武侯区
成都兴昊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白班秩序员 3 3800 4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富顿中心 张向勇 13881873963

武侯区
成都兴昊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夜班秩序员 2 2800 31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富顿中心 张向勇 13881873963

武侯区
成都兴昊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秩序员 2 3800 4500 其他 郫县康隆路 555 号 陆君 15883570439

武侯区
成都兴昊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客服主管 1 4000 4500 其他 崇州 肖雯雯 18030760308

21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融资顾问 10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69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市场顾问 11 6000 9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70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团队经理 1 7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71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培训师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72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产品专员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73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后端开发 1 7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74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武侯区
成都融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企宣专员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 75 号红

星国际
钱女士 028-68297672

22

武侯区
成都武侯区贝壳口腔门

诊部有限公司
正畸医生 2 20000 3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致民路 36 号 吴女士 65290000

武侯区
成都武侯区贝壳口腔门

诊部有限公司
助理医生 2 800 150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路 37 号 吴女士 65290000

23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 Java 研发工程师/

项目主管
2 12000 2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88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 Java 研发工程师 5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89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化测试工程师 2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90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C++软件工程师 3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91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inux 开发工程师 2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92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产品经理 3 12000 2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93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武侯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1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科西二路 194号佳发科

技大厦
张晓 13881721516

24

武侯区
四川省中康环境技术检

测有限公司
检测工程师 3 4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65 号 孙园园 15928879247

武侯区
四川省中康环境技术检

测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 1 8000 1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66 号 孙园园 15928879247



25 武侯区
四川山江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行政专员 2 3000 4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288号锦

天国际 C座 29 楼
张奉瑶 15928112749

26

武侯区 成都蜀星饲料有限公司 质检员/品控员 1 3000 5000 其他
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青蒲路 147

号
钟女士 17625812071

武侯区 成都蜀星饲料有限公司 外派质检员/品控员 2 3000 6000 其他
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青蒲路 147

号
钟女士 17625812071

武侯区 成都蜀星饲料有限公司 会计 2 3000 8000 其他
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青蒲路 147

号
钟女士 17625812071

27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1 6001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硬件测试工程师 1 3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电子产品设计工程师 1 6000 4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展会负责人 1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回访员 1 3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外贸主管 1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外贸销售员 1 3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武侯区
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助理 4 3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33 号武侯创业园区 杨超兰 17345728829

28 武侯区
四川恒畅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网络工程师 3 4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99 号川

大科技园 102
严盼盼 15828461473



武侯区
四川恒畅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销售经理助理 1 4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99 号川

大科技园 103
严盼盼 15828461473

武侯区
四川恒畅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销售专员 5 4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99 号川

大科技园 104
严盼盼 15828461473

29

武侯区
四川省中奕达实业有限

公司
通信项目资料专员 1 3000 5500 其他

四川成都武侯区

武兴四路 15 号
蒲欢 13808238006

武侯区
四川省中奕达实业有限

公司
招投标专员 1 3000 6000 其他

四川成都武侯区

武兴四路 15 号
蒲欢 13808238006

武侯区
四川省中奕达实业有限

公司
招投标助理 1 2000 4000 其他

四川成都武侯区

武兴四路 15 号
蒲欢 13808238006

武侯区
四川省中奕达实业有限

公司
财务助理 1 2000 4000 其他

四川成都武侯区

武兴四路 15 号
蒲欢 13808238006

30 武侯区 春雨出租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600 面议 其他 武侯区武兴二路 7号 张科长 18113153356

31

武侯区
成都赛普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大客户经理 3 5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盛和一路 88 号康

普雷斯大厦 A 座 2010 室
王女士 18628072816

武侯区
成都赛普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市场主管 1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盛和一路 88 号康

普雷斯大厦 A 座 2010 室
王女士 18628072816

武侯区
成都赛普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市场专员 3 4000 6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盛和一路 88 号康

普雷斯大厦 A 座 2010 室
王女士 18628072816

32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炊饭 1 4000 5500 其他 双流区蛟龙港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调理 1 4000 5500 其他 双流区蛟龙港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蔬菜 1 4000 5500 其他 双流区蛟龙港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理货 2 4000 5500 其他 双流区蛟龙港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包装 4 4000 5500 其他 双流区蛟龙港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拣货 2 4000 5500 其他 双流区蛟龙港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人力资源管理师 2 面议 大学本科 成都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课程顾问 3 3000 3000 大学专科 成都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财务助理 1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人事助理 1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 张茹 15390012260

武侯区
轶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保洁阿姨 10 面议 其他 成都 张茹 15390012260

33 武侯区
成都宅急送快运有限公

司
快递员 30 4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区各区都有点，可就近安

排
徐凤平 17311090585

34

武侯区
成都台港立盟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机场操作人员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58 号亚

太广场 618
周琳 13550952390

武侯区
成都台港立盟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汽运包装人员 2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58 号亚

太广场 618
周琳 13550952390



35 武侯区

四川天顺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武侯分公

司

安保岗 10 4000 7000 普通高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周艳 18328465908

36

武侯区
成都市亿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项目经理 2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4-602
陈静 13881999441

武侯区
成都市亿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品质策划经理 2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4-602
陈静 13881999441

武侯区
成都市亿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行政专员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4-602
陈静 13881999441

武侯区
成都市亿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出纳专员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4-602
陈静 13881999441

武侯区
成都市亿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客服主管 2 2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4-602
陈静 13881999441

武侯区
成都市亿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前台接待 2 2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4-602
陈静 13881999441

37

武侯区
成都丰庆祥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微商城运营专员 1 3800 6000 其他

武侯区科华北路 36 号建中大厦

1011
朱小英 13808030645

武侯区
成都丰庆祥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营销顾问 5 3800 6000 其他

武侯区科华北路 36 号建中大厦

1011
朱小英 13808030645

38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冲裁工 7 4000 8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削皮工 5 4000 8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针车工 50 4000 7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前帮工 4 4000 7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腰帮工 6 4000 7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合底工 4 4000 7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品检员 3 3800 5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仓管员 1 3800 5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武侯区
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

司
普通操作工 150 2500 5000 其他 武侯区金花凉港三路 48 号 顾华 13880592914

39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乐高/机器人/科学教师 50 5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教

师
150 12000 23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教师
250 12000 23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教

师
150 12000 23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高中文综（政治、历史、

地理）教师
150 12000 23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高中理综（物理、化学、

生物）教师
150 12000 23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在线学科教师（专职/兼

职都可）
50 15000 2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全职班主任 50 10000 2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武侯区 成都望子成龙学校 校区主任助理 50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号华达商

城
陈老师 17311448270

40

武侯区
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售前咨询 3 面议 面议 大学本科

高新区科园南路69号金蓉大厦4

楼
李老师 13881821679

武侯区
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项目助理 3 面议 面议 大学本科

高新区科园南路69号金蓉大厦4

楼
李老师 13881821679

武侯区
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部门助理 1 面议 面议 大学本科

高新区科园南路69号金蓉大厦4

楼
李老师 13881821679

武侯区
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3 面议 面议 大学本科

高新区科园南路69号金蓉大厦4

楼
李老师 13881821679

武侯区
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java 开发经理 3 面议 面议 大学本科

高新区科园南路69号金蓉大厦4

楼
李老师 13881821679

41

武侯区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售后工程师 2 4000 55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中航国际广场A座

15A
雷慧 13488973573

武侯区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1 15000 3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中航国际广场A座

15A
雷慧 13488973573

42

武侯区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京东商城客服实习生 500 345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D区 吴女士 18202819963

武侯区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京东商城电话客服 500 345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D区 吴女士 18202819963

武侯区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京东售后审核/处理外呼

客服岗(五险一金）
500 345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D区 吴女士 18202819963

武侯区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京东商城在线客服（五险

一金）
500 345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西部智谷 D区 吴女士 18202819963



43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预算员 3 4000 60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东路 3号 赵海珍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2 6000 90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东路 3号 赵海珍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业务经理 5 4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致民东路 3号 赵海珍 13982014817

武侯区
四川文广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设计员 2 4500 7000 其他 武侯区致民东路 3号 赵海珍 13982014817

44 武侯区
四川植物医生化妆品有

限公司
化妆品导购 20 4000 11000 其他 武侯区来福士广场 T1-1703 蒙先生 18228601602

45 武侯区
四川格瑞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土建施工员 10 4000 75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 张静 18281798052

46

武侯区
四川名筑天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业务专员 1 8000 3500 其他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锦天国

际 C座
杨小姐 028-86941478

武侯区
四川名筑天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经营部主管 1 8000 4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锦天国

际 C座
杨小姐 028-86941478

47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人事专员 1 3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科园二路航利中

心 3 栋 2 单元 16 楼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材料员（土建）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半边街武

青西二路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安全主管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区内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装饰施工员 1 4500 6000 大学专科 区域待定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栋号工长 1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外派至重庆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安全资料员 1 4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半边街武

青西二路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客房服务员 1 3800 4500 其他 成都市锦江区东风路 25 号 罗女士 19981748839

武侯区
四川华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幕墙施工员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半边街武

青西二路
罗女士 19981748839

48

武侯区
成都睿邦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项目主管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片区项目，就近分配 彭女士 15708409885

武侯区
成都睿邦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财务经理 1 7000 9000 大学专科 益州大道益州国际广场 彭女士 15708409885

武侯区
成都睿邦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物业客服 5 3000 5000 其他 成都片区项目，就近分配 彭女士 15708409885

武侯区
成都睿邦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秩序队长 2 3000 3500 其他 成都片区项目，就近分配 彭女士 15708409885

49

武侯区
成都众智合能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1 5000 7000 大学本科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绿地旭辉大厦
谢老师 18148150058

武侯区
成都众智合能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运维管理员 2 3000 6000 大学本科

眉山市东坡区万霖钱丰数字城

管指挥中心
胡经理 15892733384

50 武侯区
四川省森鸿医药原料有

限公司
销售 2 25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水井街 4号 陈正勇 13281220761

51

武侯区
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合规专员 1 6000 4000 其他 高新区天府一街 王经理 19981251082

武侯区
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资料员 1 6000 5000 其他 高新区天府一街 王经理 19981251082

武侯区
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投标预算员 1 10000 6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一街 王经理 19981251082



52

武侯区 成都楷博专修学校 教务助理 1 3000 4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成都七

中高新校区内

黎艳萍

徐锦
028-65518813

武侯区 成都楷博专修学校 外教助教 1 面议 面议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大道铁佛段 289 号

（西川中学南区）

黎艳萍

徐锦
028-65518813

53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北区）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新都区 袁经理 18981941559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保利

香槟国际）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 谯经理 18040314775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保利

香槟光华）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青羊区 张经理 13880338250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保利

百合花园）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 易经理 18681359583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保利

花园）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 苟经理 13198798800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恒大

翡翠华庭店）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青羊区 李经理 15882007439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玫瑰

花语）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龙泉驿区 周经理 13980666486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保利

叶语）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 陈经理 18010550582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二手经纪人（保利

心语）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 曾经理 13086666672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客户拓展销售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 齐经理 13438886569

武侯区
四川保利爱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新房渠道/二手房销售人

员
10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 贾经理 17313214356



54

武侯区
四川旭日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工程/政府采购招标专员 2 4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西

物慧鼎 8层 5 号
龙萍 028-85055366

武侯区
四川旭日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造价员（土建、安装） 3 4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西

物慧鼎 8层 5 号
龙萍 028-85055366

55

武侯区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

司
商务助理 3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一环路南二段 17 号 A 世

界 713
向翠 028-85437373

武侯区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

司
医疗销售 1 5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一环路南二段 17 号 A 世

界 713
向翠 028-85437373

武侯区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

司
视觉工程师 1 6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一环路南二段 17 号 A 世

界 713
向翠 028-85437373

武侯区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

司
平面设计师 1 4000 6000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南二路

309 号 11 栋 1 单元 201 号
向翠 028-85437373

武侯区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

司
质检员 1 3000 4000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南二路

309 号 11 栋 1 单元 201 号
向翠 028-85437373

武侯区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

司
商务助理 2 4000 6000 大学专科

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 69 号

启迪科技园 3号楼 604
向翠 028-85437373

56

武侯区
成都兴致力保洁有限公

司
开荒保洁员 10 4000 4000 其他

武侯区佳灵路 20 号九峰大厦

1468
郝怀文 18030803244

武侯区
成都兴致力保洁有限公

司
公寓保洁员 20 4500 4500 其他

武侯区佳灵路 20 号九峰大厦

1468
郝怀文 18030803244

武侯区
成都兴致力保洁有限公

司
银行写字楼等商业保洁 10 2000 2000 其他

武侯区佳灵路 20 号九峰大厦

1468
郝怀文 18030803244



57

武侯区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住宅秩序维护员 10 4100 42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2号凯

莱帝景花园 B 座一楼 中粮物业

办公室

周女士 028-85939880

武侯区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住宅客服管家 4 3500 42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2号凯

莱帝景花园 B 座一楼 中粮物业

办公室

周女士 028-85939880

武侯区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住宅工程维修员 5 3500 42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2号凯

莱帝景花园 B 座一楼 中粮物业

办公室

周女士 028-85939880

武侯区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售楼部形象岗 10 4900 5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2号凯

莱帝景花园 B 座一楼 中粮物业

办公室

周女士 028-85939880

武侯区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售楼部客服接待 4 4100 46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2号凯

莱帝景花园 B 座一楼 中粮物业

办公室

周女士 028-85939880

58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经理/研发工程师 3 8000 20000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号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解决方案工程师 5 8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北京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研究员/研发总监 1 12000 20000 硕士研究生 成都/北京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总监 1 15000 30000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号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副总监 1 15000 30000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号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工艺研发工程师 1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号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应用工程师 1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号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全工程师 1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号 周先生 028-85001663

武侯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经营管理部副经理 1 10000 12000 大学本科 青岛 周先生 028-85001663

59

武侯区
成都易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天猫客服 3 4000 6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 15 号

城市会所 3栋 2 单元 402 号
李晓菲 18224064981

武侯区
成都易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天猫运营 3 6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 15 号

城市会所 3栋 2 单元 402 号
李晓菲 18224064981

武侯区
成都易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京东运营 3 6000 6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 15 号

城市会所 3栋 2 单元 402 号
李晓菲 18224064981

60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电气工程师 3 3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机械工程师 4 3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工艺工程师 1 4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总账会计 2 3500 5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配件文员 1 35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销售文员 1 3000 4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采购员 2 35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数控折弯工 2 3000 4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数控剪板工 2 3000 4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武侯区
成都经纬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焊工 2 4500 6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58 号 赵女士 028-85367650-801

6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销售外勤 3 2590 3460 普通高中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储备干部 3 4000 5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资料管理员
1 2300 2700 普通高中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维保部员工
2 3100 43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收银员 5 2300 2700 其他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人事文员 2 2500 33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店长助理 2 2500 33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武侯区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川藏路店
计时工 10 2500 3300 其他

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317号欧

尚超市川藏路店
欧尚人事部 028-66518601

62 武侯区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
客户经理 20 22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武侯区临江西路 1号 罗先生 028-85038960



63

武侯区
四川艾隆环境净化工程

有限公司
净化项目经理 3 6000 13000 大学专科 九兴大道14号凯乐国际4栋603 彭女士 18328339043

武侯区
四川艾隆环境净化工程

有限公司
资料员 1 3000 5000 大学专科 九兴大道14号凯乐国际4栋603 彭女士 18328339043

64

武侯区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

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实施工程师 20 5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

1588 号珠江新城国际写字楼
何谦 18408257291

武侯区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

软件有限公司
初级 Delphi 开发工程师 6 5000 7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

1588 号珠江新城国际写字楼
何谦 18408257291

武侯区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

软件有限公司
中级 Delphi 开发工程师 6 8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

1588 号珠江新城国际写字楼
何谦 18408257291

武侯区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

软件有限公司
中级 java 开发工程师 2 7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

1588 号珠江新城国际写字楼
何谦 18408257291

武侯区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

软件有限公司
医药数据编辑 1 8000 16000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

1588 号珠江新城国际写字楼
何谦 18408257291

65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或产品经理） 5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程序员（或系统架构

师）
3 15000 25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软件项目经理 3 8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JAVA 开发工程师 2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运维服务工程师 5 6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5 10000 5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武侯区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行业客户经理 5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香

年广场 2 号楼 18F
周易霞 18482135898

66 武侯区
成都创源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拖车驾驶员 10 6000 11000 其他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香岛大

道 8 号成都创源国际货场
陈经理 13608208225

67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行政专员 2 3000 45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市场经理 1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业务专员 3 3500 3500 普通高中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财务经理 1 8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部门经理 1 7000 5000 普通高中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营运总监 1 10000 1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武侯区
四川特诺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
部门经理（清洁） 2 7000 50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 4栋 3单元

509
王女士 18328007475

68 武侯区 成都优菲家居有限公司 施工员 20 3500 5000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

一段 6号红星美凯龙 B 座 1202
刘应国 13438871732



武侯区 成都优菲家居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10 4000 6000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

一段 6号红星美凯龙 B 座 1202
卿萍 13658007567

69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前厅接待 2 3000 5000 中等专科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生活管家 1 3000 5000 其他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收费员 1 3000 5000 其他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品牌挚友后台专员 1 4000 10000 其他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品牌挚友现场客服 2 4000 6000 其他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手术室护士 2 40000 7000 大学专科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皮肤科护士 2 4000 7000 中等专科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护理部干事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文案主管 1 9000 12000 其他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新媒体文案 1 3000 5000 其他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武侯区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4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陈女士 13540249515



70

武侯区
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 3 3500 2900 其他 双流区西航港新街 799 号 杨益 18084869093

武侯区
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秩序队员 10 3500 2800 其他

成都双流东升镇白衣上街景茂

誉府
杨益 18084869093

武侯区
四川景灿物业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电梯工程师 1 5000 4000 其他 成都双流东升镇白衣上街 21 号 杨益 18084869093

71

武侯区
四川堡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技术实习生 6 1600 25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

际 C座 3A02
苏惠君 13981926126

武侯区
四川堡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目资料员 2 20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

际 C座 3A02
苏惠君 13981926126

武侯区
四川堡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预结算员 3 18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

际 C座 3A02
苏惠君 13981926126

72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竞价专员 3 4000 6000 其他
一环路南四段 14 号奇伍大厦 7

楼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文案策划 1 3000 5000 其他
一环路南四段 14 号奇伍大厦 7

楼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程序员 1 4000 8000 其他
一环路南四段 14 号奇伍大厦 7

楼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咨询员 6 2000 4000 其他
一环路南四段 14 号奇伍大厦 7

楼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客服专员 5 2000 4000 其他
一环路南四段 14 号奇伍大厦 7

楼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市场专员 3 4000 6000 其他
一环路南四段 14 号奇伍大厦 7

楼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治疗护士 5 2000 40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2号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导医 5 2000 40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2号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医助 6 2000 40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2号 王婷 15902824379

武侯区 成都西部白癜风医院 中医医助 1 2000 40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2号 王婷 15902824379

73

武侯区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顾问 5 6000 3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江安河村

二社 1239 号（接待寺立交旁）
张女士 65115140

武侯区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交车专员 5 5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江安河村

二社 1239 号（接待寺立交旁）
张女士 65115140

武侯区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BDC 电销专员 2 5000 15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江安河村

二社 1239 号（接待寺立交旁）
张女士 65115140

武侯区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服务顾问 3 5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江安河村

二社 1239 号（接待寺立交旁）
张女士 65115140

武侯区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 2 4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江安河村

二社 1239 号（接待寺立交旁）
张女士 65115140

武侯区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吧员（服务员） 2 2000 35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江安河村

二社 1239 号（接待寺立交旁）
张女士 65115140

74

武侯区
四川千机网科技有限公

司
订单客服 3 2200 3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号

1 栋 2单元 25 层
安维路 18030588509

武侯区
四川千机网科技有限公

司
售后客服 1 2200 35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号

1 栋 2单元 25 层
安维路 18030588509



武侯区
四川千机网科技有限公

司
业务内勤 1 2200 35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号

1 栋 2单元 25 层
安维路 18030588509

武侯区
四川千机网科技有限公

司
400 电话客服 1 2200 4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号

1 栋 2单元 25 层
安维路 18030588509

75

武侯区
四川正信诚邦科技有限

公司德阳分公司
账单提醒 10 3000 7000 其他

高新区天府三街大源国际中心

一期三栋 1402 室
易超 18782128421

武侯区
四川正信诚邦科技有限

公司德阳分公司
录音质检 5 2500 3500 其他

高新区天府三街大源国际中心

一期三栋 1402 室
易超 18782128421

武侯区
四川正信诚邦科技有限

公司德阳分公司
账单提醒 20 2500 5000 其他

德阳市旌阳区庐山北路希望城

财富中心 A 栋 26 楼
易超 18782128421

武侯区
四川正信诚邦科技有限

公司德阳分公司
内呼客服（400 内呼） 5 2500 3500 其他

德阳市旌阳区庐山北路希望城

财富中心 A 栋 26 楼
易超 18782128421

76

武侯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行政助理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富顿中

心 G1
刘姝 18628132255

武侯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机电、装修项目工程师 1 8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富顿中

心 G1
刘姝 18628132255

武侯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机电、装修项目总工程师 1 12000 1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富顿中

心 G1
刘姝 18628132255

武侯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机电、装修项目副经理 1 12000 1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富顿中

心 G1
刘姝 18628132255

武侯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房建工程师 1 9000 16000 中等专科
昆明市官渡区昌宏路 69 号天游

科技四楼
刘姝 18628132255



77 武侯区
成都圣雨兰制衣有限公

司
缝纫车工 10 2500 35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文昌西路 38

号
刘应华 13683480988

78

武侯区
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

司
文员 1 2900 3000 其他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西段 666

号奥克斯广场B座天虹百货四楼

办公室

罗老师 15881020611

武侯区
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

司
电工 1 3600 3750 中等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西段 666

号奥克斯广场B座天虹百货四楼

办公室

罗老师 15881020611

79

武侯区 四川欣荟商茂 会计 5 3000 5000 其他 上班地点，天河路和金科南路 吴师 13666183035

武侯区 四川欣荟商茂 电工 5 5000 7000 中等专科 上班地点重庆 吴师 13666183035

80

武侯区
成都世高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秩序部 5 2400 2800 其他

成华区东风路北二巷4号四川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
范敏 18095045977

武侯区
成都世高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会务部 5 3000 4000 其他

成华区东风路北二巷5号四川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
范敏 18095045977

武侯区
成都世高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保洁部 5 2400 2600 其他

成华区东风路北二巷6号四川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
范敏 18095045977

81

武侯区
成都加减乘厨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天猫客服 3 5000 5000 其他 高新区-金融城 叶老师 19909001139

武侯区
成都加减乘厨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京东运营 1 7000 7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金融城 叶老师 19909001139

武侯区
成都加减乘厨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财务专员 1 5000 5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金融城 叶老师 19909001139

82 武侯区
四川达虹宇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行政人员 1 5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长华路 19 号万科

汇智中心 (邮编：610000)
万利 18584078553



83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地铁结构设计师 5 5000 8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市政给排水设计师 2 5000 8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地铁暖通设计师 2 5000 8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3 20000 4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项目总工程师 3 10000 2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安全总监 3 10000 2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预算合同部长 3 10000 2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部长 3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物资部长 3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测量主管 3 8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试验主管 3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资料主管 3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中铁

隆大厦
谢维 18628082326



84

武侯区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客服内勤（管家） 5 33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青

羊工业总部基地 F15 四楼
刘老师 18181977307

武侯区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物业接待 2 3500 5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青

羊工业总部基地 F15 四楼
刘老师 18181977307

武侯区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秩序维护员（安保） 20 3000 4800 其他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青

羊工业总部基地 F15 四楼
刘老师 18181977307

武侯区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设施设备主管 2 5000 9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青

羊工业总部基地 F15 四楼
刘老师 18181977307

武侯区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设施设备维护员（水电

工）
10 3200 52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青

羊工业总部基地 F15 四楼
刘老师 18181977307

武侯区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保洁 10 2300 3500 其他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189号青

羊工业总部基地 F15 四楼
刘老师 18181977307

85

武侯区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工程师 4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 杨凤英 19960379039

武侯区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8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 杨凤英 19960379039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市场助理 1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销售经理 2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86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商务专员 1 5000 7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售前工程师 3 8000 12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区域经理 2 8000 12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交付项目经理 3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研发项目经理 2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1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宣传主管 1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OA 管理员 2 7000 9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技术支持-成都 3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维修工程师 1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技术支持-新疆 6 5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计划管理

员
2 4000 7000 技工学校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产品经理 4 10000 1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高级解决方案

工程师
2 12000 2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总账报表

会计
1 8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武侯区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工程装配及安装调试 10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 130 号 邓婷 13541234200

87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营业厅营业员、台席 1 3000 5000 中等专科

建和路 6号附 40 号颐和家园小

区电信营业厅
罗蓓 18108120393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营业厅营业员、台席 6 3000 5000 中等专科 高新区紫丁巷 2 号中国电信 向应军 18030552055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代表 10 3000 10000 中等专科 高新区紫丁巷 2 号中国电信 向应军 18030552055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装维工程师 8 5000 8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紫丁巷 2 号中国电信 向应军 18030552055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装维工程师 2 5000 8000 大学专科 迎晖南路 301 号电信大楼 文亚林 18980071287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装维工程师 4 5000 8000 大学本科 迎晖南路 301 号电信大楼 曾成贤 18982268926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营业厅营业员、台席 10 5000 8000 中等专科

青羊区三桂前街89号天府公寓9

楼 A座
孔茂妃 18180201235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电信装维工程师 20 5000 8000 大学专科

青羊区三桂前街89号天府公寓9

楼 A座
孔茂妃 18180201235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装维班长（男） 2 5000 15000 其他

青羊区三桂前街89号天府公寓9

楼 A座
孔茂妃 18180201235

武侯区
四川众和晟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代表/政企客户经理 50 5000 8000 中等专科

青羊区三桂前街89号天府公寓9

楼 A座
孔茂妃 18180201235



88

武侯区
成都武侯维康美年大健

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眼科医师 2 面议 面议 中等专科 武侯区高攀路万科汇智中心 王丹 15108389798

武侯区
成都武侯维康美年大健

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耳鼻喉医师 1 面议 面议 中等专科 武侯区高攀路万科汇智中心 王丹 15108389798

武侯区
成都武侯维康美年大健

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口腔医师 2 面议 面议 中等专科 武侯区高攀路万科汇智中心 王丹 15108389798

武侯区
成都武侯维康美年大健

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超声医师 2 面议 面议 中等专科 武侯区高攀路万科汇智中心 王丹 15108389798

89

武侯区
四川格瑞特科技有限公

司
c/c++高级开发工程师 3 12000 18000 大学本科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路 1480 号孵

化园
罗诚 15982340687

武侯区
四川格瑞特科技有限公

司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3 10000 12000 其他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路 1481 号孵

化园
罗诚 15982340687

武侯区
四川格瑞特科技有限公

司
Java 高级开发工程师 3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路 1482 号孵

化园
罗诚 15982340687

90

武侯区
四川国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sketchup 设计岗 1 4000 8000 其他 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 荣江娅 15208427902

武侯区
四川国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法务主管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 荣江娅 15208427902

武侯区
四川国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渠道销售 5 3000 6000 普通高中 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 荣江娅 15208427902

武侯区
四川国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造价工程师 1 10000 1500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 荣江娅 15208427902

武侯区
四川国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农技推广 1 4000 9000 硕士研究生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 荣江娅 15208427902

91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经合部负责人 1 15000 20000 其他 成都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市政造价工程师 1 11000 14000 其他 广东江门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市政测量员 1 10000 12000 其他 广东江门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隧道测量员 2 10000 12000 其他 巴中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公路测量员 1 5000 7000 其他 乐山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财务部负责人 1 15000 20000 其他 成都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目财务 1 5000 7000 其他 各项目部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目采购 1 6000 8000 其他 各项目部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目库管 1 5000 6000 其他 各项目部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项目部实习生 10 2000 2500 其他 各项目部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业务经理 2 3000 3000 其他 成都 雷经理 028-85257607

武侯区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招标资料主管 1 5000 5000 其他 成都 雷经理 028-85257607

92

武侯区
成都乐晟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前端工程师 1 5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大墙西街 33 号 杨逸帆 13980989251

武侯区
成都乐晟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渠道销售 5 4000 8000 其他 成都市大墙西街 33 号 杨逸帆 13980989251



武侯区
成都乐晟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人力行政主管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大墙西街 33 号 杨逸帆 13980989251

93

武侯区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百度商业产品营销顾问 20 2500 2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6 号上善

国际 6 楼（地铁 1 号线，桐梓林

地铁站 B出口）

范女士 028-6519066

武侯区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百度广告优化师

（seo/sem）
10 3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6 号上善

国际 6 楼（地铁 1 号线，桐梓林

地铁站 B出口）

范女士 028-6519066

武侯区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经理 1 5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6 号上善

国际 6 楼（地铁 1 号线，桐梓林

地铁站 B出口）

范女士 028-6519066

武侯区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KA 销售经理 5 4000 30000 其他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6 号上善

国际 6 楼（地铁 1 号线，桐梓林

地铁站 B出口）

范女士 028-6519066

武侯区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活动经理 1 5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6 号上善

国际 6 楼（地铁 1 号线，桐梓林

地铁站 B出口）

范女士 028-6519066

武侯区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岗位 1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46 号上善

国际 6 楼（地铁 1 号线，桐梓林

地铁站 B出口）

范女士 028-6519066

94 武侯区
四川吾家天下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一战区
店长+经纪人 30 3500 20000 普通高中

成华区驷马桥昭觉寺南路地铁

口融锦城
贺曦 17358527870



武侯区
四川吾家天下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二战区
店长+经纪人 20 3500 20000 普通高中 成华区动物园地铁口 符艳 19983270267

武侯区

四川吾家天下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蓝光 coco

店

店长+经纪人 10 3500 20000 普通高中
成华区龙厢街 299 号蓝光 coco

国际
王大曙 18180208583

武侯区
四川吾家天下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金科中心店
店长+经纪人 10 3500 20000 普通高中 成华区荆翠西路 2号金科中心 覃先生 18982828880

武侯区
四川吾家天下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首创
店长+经纪人 10 3500 20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成华区东丽街 69 号首创

光和城二期
蒋女士 18310793374

95 武侯区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设备维护技术员 26 2500 5000 中等专科 资阳雁江/安岳 阳光丽 15111867561

96

武侯区 四川欣荟商茂 会计 5 3000 5000 大学专科 上班地点重庆成都 吴师 13666183035

武侯区 四川欣荟商茂 电工 5 5000 7000 大学专科 上班地点重庆成都 吴师 13666183035

97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收派员 1000 5000 10000 初中 四川省 袁鸣凤 13688333402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仓管员 10 4000 7000 职业高中 四川省 袁鸣凤 13688333402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运作司机 50 6000 5000 中等专科 四川省 袁鸣凤 13688333402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工单处理员 20 5000 7000 中等专科 四川省 袁鸣凤 13688333402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10 10000 20000 中等专科 四川省 袁鸣凤 13688333402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运作员 10 5000 3500 普通高中 成都双流区空港三路 971 号 杨女士 15182530551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中转场经理 10 8000 13000 大学本科 成都双流区空港三路 972 号 刘先生 18080059297

武侯区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 10 5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双流区空港三路 973 号 刘先生 18080059297

98

武侯区
成都凌宇创商贸有限公

司
美导 10 3000 10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各超市门店 徐女士 13882268421

武侯区
成都凌宇创商贸有限公

司
高级发型师 5 2000 10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各超市门店 谭老师 18880469211

99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经理 1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招聘培训主管 1 5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 1 5000 7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文案策划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3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行销经理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行销主管/专员 1 10000 12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代工业务经理 1 5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1 5000 7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1 4000 7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电商会计 1 10000 12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管培生 10 4000 6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推广运营 1 3500 6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客服主管 1 5000 8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武侯区
成都三勒浆药业四川华

美制药有限公司
淘宝客服 1 3500 6000 大学本科 武青南路 47 号三勒浆药业 许朔 13795117636

100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咨询主管 3 6000 11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教务主管 3 6000 11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教务/班主任 8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咨询师 10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初高数学 3 3000 7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初高英语 3 3000 7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初高物理 3 3000 7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武侯区
成都龙新一对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小学语文 2 30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优品道 36

栋二单元 1603
严老师 13548010689

101 武侯区
柒一拾壹（成都）有限

公司

成都 7-11 便利店招聘储

备干部
20 3200 4000 大学专科 成都新希望路 7号 3 层 吴紫嫣 028-61557711-206

102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工程经理/总监 1 15000 3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09号火炬

动力港 A区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商业物业运营经理 1 15000 3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10号火炬

动力港 A区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工程主管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11号火炬

动力港 A区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12号火炬

动力港 A区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案场经理 1 15000 20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1 15000 25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案场主管 1 7000 10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客服经理 1 15000 20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租售店长 1 6000 8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唐泽中 17780709331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房产经纪人 10 3500 60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姜治其 17585667540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写字楼客服专员 10 4000 42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姜治其 17585667540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住宅客服专员 10 3600 38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姜治其 17585667540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 10 4000 45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姜治其 17585667540

武侯区
四川鼎晟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案场客服 10 4100 4300 大学专科 高新区天府三街新希望国际 姜治其 17585667540

103

武侯区
四川省玖昌物流有限公

司
人事经理 1 7000 1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青西四路 3号 B座 5楼

505 号
张女士 17381597824

武侯区
四川省玖昌物流有限公

司
办事处总监 2 2500 32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青西四路 3号 B座 5楼

505 号
张女士 17381597824

武侯区
四川省玖昌物流有限公

司
GPS 专员 1 6000 10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青西四路 3号 B座 5楼

505 号
张女士 17381597824

武侯区
四川省玖昌物流有限公

司
危化品驾驶员 5 3000 50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武青西四路 3号 B座 5楼

505 号
张女士 17381597824

武侯区
四川省玖昌物流有限公

司
危化品驾驶员 25 6000 100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武青西四路 3号 B座 5楼

505 号
张女士 17381597824

武侯区
四川省玖昌物流有限公

司
危化品押运员 20 3000 50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武青西四路 3号 B座 5楼

505 号
张女士 17381597824

104

武侯区 坤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施工员 10 35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刘静 028-85065999

武侯区 坤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计量员 5 35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刘静 028-85065999

武侯区 坤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材料员 5 3500 6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刘静 028-85065999



武侯区 坤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采购员 5 3500 7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刘静 028-85065999

105

武侯区
成都佰斯威物流有限公

司
成渝线驾驶员 3 6500 9000 普通高中 龙泉驿宝湾物流园 4 号库 9 号 闵小芹 15102832318

武侯区
成都佰斯威物流有限公

司
危险品押运员 1 4000 4500 普通高中 龙泉驿宝湾物流园 4 号库 9 号 闵小芹 15102832318

武侯区
成都佰斯威物流有限公

司
采购专员（运力） 2 4000 6000 大学专科 锦江区银石广场 1512 闵小芹 15102832318

武侯区
成都佰斯威物流有限公

司
采购专员（物资）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锦江区银石广场 1512 闵小芹 15102832318

武侯区
成都佰斯威物流有限公

司
订单专员 3 3200 5000 大学专科 锦江区银石广场 1512 闵小芹 15102832318

武侯区
成都佰斯威物流有限公

司
储备管理干部 10 3250 5000 大学专科 锦江区银石广场 1512 闵小芹 15102832318

106

武侯区 四川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资深绩效专员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蜀

都中心一期 19 楼
康烯 13541186656

武侯区 四川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销售 2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蜀

都中心一期 20 楼
康烯 13541186656

武侯区 四川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出纳 1 4000 5000 职业高中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蜀

都中心一期 21 楼
康烯 13541186656

武侯区 四川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 1 4000 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蜀

都中心一期 22 楼
康烯 13541186656

107 武侯区
北京国基伟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北京国基伟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50 3500 4500 职业高中 成都市军区总医院 余雪巍 18398663889

108 武侯区
成都洛哈思商贸有限公

司
销售顾问 3 2500 25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6号红星美

凯龙双楠店百得胜全屋定制
陈馨雨 18782963335



武侯区
成都洛哈思商贸有限公

司
销售顾问 3 2500 2500 中等专科

成华区将军路北门富森美家居

家具馆楠木厅百得胜全屋定制
陈馨雨 18782963335

武侯区
成都洛哈思商贸有限公

司
销售顾问 1 2500 2500 中等专科

青羊区居然之家金沙店百得胜

全屋定制
陈馨雨 18782963335

武侯区
成都洛哈思商贸有限公

司
市场专员 3 2500 2500 中等专科

武侯区高升桥路 2号瑞金广场

2-7E
陈馨雨 18782963335

109

武侯区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项目商务经理 3 8000 16000 大学专科 四川成都 王经理 028-61174038

武侯区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项目生产经理 3 8000 16000 大学专科 四川成都 王经理 028-61174038

武侯区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项目技术总工 3 8000 16000 大学专科 四川成都 王经理 028-61174038

武侯区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项目技术总工 3 8000 16000 大学专科 四川成都 王经理 028-61174038

武侯区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高级建筑设计师（建筑方

案及施工图方向）
3 8000 16000 大学专科 四川成都 王经理 028-61174038

110

武侯区
成都市昶达展景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店长 3 5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9 号茂业

天地 A 座 3504
贾女士 13679047805

武侯区
成都市昶达展景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形象顾问 10 4000 8000 职业高中

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9 号茂业

天地 A 座 3504
贾女士 13679047805

111 武侯区
四川文茂建设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检测工程师 20 5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 585 号 肖倩 15828406040

112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医生 6 2800 2800 大学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护士 6 2800 28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客服 4 2800 28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预诊 4 2800 28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市场医务 3 2800 28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电话客服 2 2800 28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武侯区
成都新桥口腔医院有限

公司
网电咨询师 3 2800 2800 中等专科

一环路南四段 4号，新桥口腔医

院
张薇 13618000321

113

武侯区 成都西物汽车有限公司 机修技师/学徒 9 3000 8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吉

利汽车
魏女士 028-85174591

武侯区 成都西物汽车有限公司 钣金技师/学徒 3 3000 12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吉

利汽车
魏女士 028-85174591

武侯区 成都西物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 10 5000 15000 中等专科

武侯店、机场店、华阳店、崇州

店、大邑店、邛崃店、彭州店、

都江堰店

魏女士 028-85174591

武侯区 成都西物汽车有限公司 回访专员 2 4000 6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吉

利汽车
魏女士 028-85174591

武侯区 成都西物汽车有限公司 物流内勤 2 4000 6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吉

利汽车
魏女士 028-85174591

武侯区 成都西物汽车有限公司 业务接待 3 4500 8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2号吉

利汽车
魏女士 028-85174591

114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销售经理 2 12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座 9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销售经理 1 10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3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渠道销售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4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销售支持工程师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2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华为 IT 售前工程师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5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华为数通售前工程师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5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华为融合渠道销售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5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销售代表（EBG-存储SBU）

-校招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数

码科技广场 A 座 11 楼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实施工程师（云计算） 2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中段萃

华路 89 号(国际节能大厦 A 座)
曹女士 028-85003999

武侯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运维工程师（云计算）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中段萃

华路 89 号(国际节能大厦 A 座)
曹女士 028-85003999

115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生产操作工 30 3000 6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内勤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结构工程师 1 6000 10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C++工程师 1 6000 10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高级软件工程师 1 15000 20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武汉/

北京）
3 15000 20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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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C#）
3 15000 2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1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C++)
2 15000 2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2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JAVA)
1 15000 2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3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测试工程师 1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4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2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5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产品工程师 1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6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技术经理(售前） 1 6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7
廖成 18180983913



武侯区
高新兴讯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技术经理（售后） 1 6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A座 308
廖成 18180983913

117 武侯区
四川文茂建设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检测工程师 20 5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 585 号 肖倩 1582840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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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四川长辉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测量员 1 5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武科东四

路联邦财富中心1号楼B座1101

人力资源部

小余
15882492552

武侯区
四川长辉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材料员 3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武科东四

路联邦财富中心1号楼B座1102

人力资源部

小余
15882492552

武侯区
四川长辉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施工员 4 8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武科东四

路联邦财富中心1号楼B座1103

人力资源部

小余
1588249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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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宏源通锦实业有限公司 技术工人 10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999

号 A 座 2003
陈斌云 028-83105030

武侯区 宏源通锦实业有限公司 配网设计人员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999

号 A 座 2003
陈斌云 028-83105030

武侯区 宏源通锦实业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6 2000 35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999

号 A 座 2003
陈斌云 028-83105030

武侯区 宏源通锦实业有限公司 资料员（线路） 2 3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999

号 A 座 2003
陈斌云 028-8310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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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高级射频工程师 1 15000 2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 陈维强 13982100794

武侯区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高级工艺设计师 1 15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 陈维强 13982100794

武侯区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中级射频工程师 3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 陈维强 13982100794



武侯区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高级 Java 开发工程师 2 15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 陈维强 13982100794

武侯区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高级 GIS 开发工程师 5 10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 陈维强 13982100794

武侯区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2 13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 陈维强 1398210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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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成都达思康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
医院辅导师 1 2500 4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兴五路 77 号智领大厦

二单元 406 室
罗才云 17311071819

武侯区
成都达思康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
设计师 1 2500 4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兴五路 77 号智领大厦

二单元 406 室
罗才云 17311071819

武侯区
成都达思康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1 3000 4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兴五路 77 号智领大厦

二单元 406 室
罗才云 17311071819

122

武侯区
成都英格玛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招聘专员 2 面议 大学专科 红牌楼广场 3 号楼 6 楼 609 何女士 13550137780

武侯区
成都英格玛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人事方向） 4 面议 大学专科 红牌楼广场 3 号楼 6 楼 609 何女士 13550137780

武侯区
成都英格玛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2 面议 大学专科 红牌楼广场 3 号楼 6 楼 609 何女士 1355013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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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成都纵横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会计助理 5 3000 4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C

栋 1单元 310-312 号
唐艳阳 18382454100

武侯区
成都纵横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主办会计 8 35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C

栋 1单元 310-312 号
唐艳阳 18382454100

武侯区
成都纵横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财税销售 10 4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C

栋 1单元 310-312 号
唐艳阳 18382454100

武侯区
成都纵横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税务师 2 7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C

栋 1单元 310-312 号
唐艳阳 18382454100



武侯区
成都纵横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运营专员 2 35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C

栋 1单元 310-312 号
唐艳阳 18382454100

武侯区
成都纵横财税管理有限

公司
软件开发工程师 3 45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C

栋 1单元 310-312 号
唐艳阳 183824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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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四川汇康甘露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保洁工 5 1800 2500 其他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陈先生 19980410016

成都
四川汇康甘露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保洁工 5 1800 2500 其他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蒋女士 18328525439

成都
四川汇康甘露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保洁工 5 1800 2500 其他 新都区人民医院 姚女士 13881875974

成都
四川汇康甘露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保洁工 2 1800 2500 其他 成都市公路局交通厅医院 陈女士 15390062218

成都
四川汇康甘露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物业主管 1 3000 45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东 宁女士 1356882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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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成都博高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1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三路 18 号 徐丽

028-85363622

13282130396

邮箱：

xuli1.1@163.com

武侯区
成都博高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高级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2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三路 18 号 徐丽

028-85363622

13282130396

邮箱：

xuli1.1@163.com

武侯区
成都博高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2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三路 18 号 徐丽

028-85363622

13282130396

邮箱：

xuli1.1@163.com



武侯区
成都博高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软件项目负责人 1 10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三路 18 号 徐丽

028-85363622

13282130396

邮箱：

xuli1.1@163.com

武侯区
成都博高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硬件工程师 1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三路 18 号 徐丽

028-85363622

13282130396

邮箱：

xuli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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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乐

山、宜

宾、泸

州、自贡

成都川越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资料员 3 3000 5000 其他

成都、乐山、宜宾、泸州、自贡

（视项目而定）
张女士 18628201653

成都、乐

山、宜

宾、泸

州、自贡

成都川越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水电施工员 3 4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乐山、宜宾、泸州、自贡

（视项目而定）
张女士 18628201653

成都、乐

山、宜

宾、泸

州、自贡

成都川越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造价员 2 4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 张女士 18628201653

成都、乐

山、宜

宾、泸

州、自贡

成都川越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安全员（双证） 3 3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乐山、宜宾、泸州、自贡

（视项目而定）
张女士 18628201653



成都、乐

山、宜

宾、泸

州、自贡

成都川越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会计 3 4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 张女士 18628201653

成都、乐

山、宜

宾、泸

州、自贡

成都川越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项目经理 2 8000 10000 其他

成都、乐山、宜宾、泸州、自贡

（视项目而定）
张女士 1862820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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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四川易亨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销售专员 2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 号紫兰

会大厦九楼
申佳欣 13696219669

南充
四川易亨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操作人员 1 3000 6000 大学专科

南充市高坪区航空港工业集中

区
申佳欣 13696219669

南充
四川易亨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焊工 1 3000 6000 大学专科

南充市高坪区航空港工业集中

区
申佳欣 13696219669

128 成都
成都金税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实施运维工程师 2 4000 5000 其他

四川省内（成都市为主）各级财

政部门、商业银行及人民银行。

罗益军、刘

斌杰

罗益军：

18161276638

刘斌杰：

13880367585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鲍芳 18380306995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经理/高级主管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鲍芳 18380306995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融资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鲍芳 1838030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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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融资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鲍芳 18380306995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融资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鲍芳 18380306995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副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高经/经理 3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副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高经/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税务专业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税务高级/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高级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预算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财务经理/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会计师 4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师/助理会计师 7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前策经理/高级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研究主管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王钰莹 1820045288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客研产品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客研产品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客研产品主管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总监（安装）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总监（土建）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高级经理 2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精装工程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招采经理/高级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副总监/高级经理 2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 2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 3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 3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档案管理员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培训高级经理/副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发展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刘莉莎 15882130598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副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装饰设计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水暖设计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总监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经理/高级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经理/高级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招聘邮箱：

zhaopin@leading-group.cn
牛红豆 18682405464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总监 1 30000 40000 大学本科 成都 李宴宾

招聘邮箱：

ldcb@leading-gro

up.cn

绵阳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经理 1 15000 25000 大学本科 绵阳 李宴宾

招聘邮箱：

ldcb@leading-gro

up.cn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1 30000 40000 大学本科 成都 李宴宾

招聘邮箱：

ldcb@leading-gro

up.cn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融资总监 1 30000 40000 大学本科 成都 李宴宾

招聘邮箱：

ldcb@leading-gro

up.cn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前策经理 1 25000 16000 大学本科 成都 李宴宾

招聘邮箱：

ldcb@leading-gro

up.cn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2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 陈女士

招聘邮箱：

1011596665@qq.co

m、微信：

13688088760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预算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 陈女士

招聘邮箱：

1011596665@qq.co

m、微信：

13688088760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税务经理 1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 陈女士

招聘邮箱：

1011596665@qq.co

m、微信：

13688088760

成都 领地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会计师 2 面议 面议 其他 成都 陈女士

招聘邮箱：

1011596665@qq.co

m、微信：

13688088760

130

仁寿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售后工程师（眉山仁寿） 1 3000 5000 中等专科 仁寿 龚女士 028-85170555

攀枝花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售后工程师（攀枝花） 1 3000 5000 中等专科 攀枝花 龚女士 028-85170555

西昌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售后工程师（西昌） 1 3000 5000 中等专科 西昌 龚女士 028-85170555

广安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售后工程师（广安） 1 3000 5000 中等专科 广安 龚女士 028-85170555

131

武侯区
四川百思特维思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 15 3000 6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2组团 2栋

1 单元 4 楼
尤珊 15102860451

武侯区
四川百思特维思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招聘专员 2 4000 5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2组团 2栋

1 单元 4 楼
尤珊 15102860451

武侯区
四川百思特维思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招聘主管 1 5500 8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2组团 2栋

1 单元 4 楼
尤珊 15102860451

武侯区
四川百思特维思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呼叫中心运营经理 2 8000 12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西部智谷 A区 2组团 2栋

1 单元 4 楼
尤珊 15102860451

132 武侯区
成都市蜀川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综合维修工 5 3200 4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5号 6幢

1 楼 12 号
陈女士

028-86117883

17713412053



武侯区
成都市蜀川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 15 3200 4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5号 6幢

1 楼 12 号
陈女士

028-86117883

17713412053

武侯区
成都市蜀川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客服前台/楼栋管家 3 3200 4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5号 6幢

1 楼 12 号
陈女士

028-86117883

17713412053

133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生产操作工 30 3000 6000 其他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内勤 1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结构工程师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C++工程师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高级软件工程师 1 15000 20000 硕士研究生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武侯区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武汉/

北京）
3 面议 面议 大学专科 武侯科技园 武科东三路 5 号 陶佳 18380431419

134

武侯区
四川中标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证书专员 2 5000 5000 其他 莱蒙都会 张红萍 15982248355

武侯区
四川中标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资质专员 5 8000 8000 其他 莱蒙都会 张红萍 15982248355

武侯区
四川中标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资料员 2 6000 6000 其他 莱蒙都会 张红萍 15982248355

武侯区
四川中标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大客户电销 2 10000 10000 其他 莱蒙都会 张红萍 15982248355

武侯区
四川中标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网销专员 5 5000 5000 其他 莱蒙都会 张红萍 15982248355



135 武侯区
四川港宏新通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 5 10000 3000 中等专科 武兴路 588 号 曹婧 028-60202268

136

武侯区

四川嘉驰骏达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武侯分公

司

销售顾问 10 1800 1800 大学专科
武侯武兴路 588号华勋汽车工业

园宝骏汽车
王乔 15928448321

武侯区

四川嘉驰骏达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武侯分公

司

车间技工 10 1800 1800 其他
武侯武兴路 588号华勋汽车工业

园宝骏汽车
王乔 15928448321

137

武侯区 成都环太电子有限公司 业务代表 5 4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2

号嘉谊大厦 1001 室
李青

028-85291103；

18781906898

武侯区 成都环太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5 4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2

号嘉谊大厦 1001 室
李青

028-85291103；

18781906898

武侯区 成都环太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 2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2

号嘉谊大厦 1001 室
李青

028-85291103；

18781906898

武侯区 成都环太电子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1 35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2

号嘉谊大厦 1001 室
李青

028-85291103；

18781906898

武侯区 成都环太电子有限公司 会计 1 3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2

号嘉谊大厦 1001 室
李青

028-85291103；

18781906898

138 武侯区
四川美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保洁 5 2100 2100 其他 武侯区广福路 107 号 1001 室 陶女生

85070185

18908179072

139

武侯区
成都武侯寇小儿中医门

诊部有限责任公司
平面设计 1 4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碧云路 1号 周燕 18010642962

武侯区
成都武侯寇小儿中医门

诊部有限责任公司
库管 1 3500 45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碧云路 1号 周燕 18010642962

140 武侯区
四川诚信公路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技术 2 面议 面议 大学专科 红牌楼 高世良 18608001782



141 武侯区
成都市好来屋量贩家居

百货有限公司
理货员 20 面议 面议 其他 罗马假日广场 C座 方昱欣 13980957282

142

武侯区
四川省睿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施工员 3 面议 面议 大学专科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

路 26 号附 13 号 4 幢附 13 号
袁晓丽 15228986347

成华区
四川省睿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造价员 1 面议 面议 大学专科

办公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万科路

5 号
袁晓丽 15228986347

143 武侯区
成都金辰圣嘉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前台接待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80 号 沈圳 18382420542

144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资产运营部副部长 2 12000 1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营运生产部副部长 1 12000 1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战略投资部副部长 1 12000 1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财务部管理人员 5 4500 52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战略投资部信息技术

管理人员
2 4500 52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战略投资部管理人员 1 4500 52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组织人事部管理人员 3 4500 52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武侯区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营运公司营运调度员 20 4500 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 286 号 刘媛媛 85073535-3522

145 成都市
四川德才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出纳 3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环球中心 N1 写字楼 511 陈晓曦 13438806063



成都市
四川德才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会计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环球中心 N1 写字楼 511 陈晓曦 13438806063

成都市
四川德才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部管理员 2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环球中心 N1 写字楼 511 陈晓曦 13438806063

146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商品成列 4 268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加工食品 4 250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业务员 2 250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收银员 13 250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人事科 1 250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服务台 4 250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武侯区 伊藤洋华堂双楠店 信息科 1 2500 3500 大学专科 逸都路 6号 马部长 87051187

147

成都 安德鲁森食品有限公司 营业员 10 3000 5000 其他 成都各个门店 吴老师 18144354792

成都 安德鲁森食品有限公司 门店设备维护 2 4000 6000 其他 成都各个门店 吴老师 18144354792

温江区 安德鲁森食品有限公司 搬运工 2 2500 3500 其他 温江区 吴老师 18144354792

148 武侯区
四川亨时利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邀约客服 5 4000 8000 其他

佳灵路 10 号附 3 号，汽车之家

车商城
人事 15608188917



武侯区
四川亨时利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汽车销售 10 6000 20000 其他

佳灵路 10 号附 4 号，汽车之家

车商城
人事 15608188917

149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机料管理员（2020 届应

届生）
3 5000 6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

177 号
郝女士 85003000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工程技术员（2020 届应

届生）
10 5000 6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

177 号
郝女士 85003000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工程造价员(2020届应届

生）
6 5000 6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

177 号
郝女士 85003000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安全管理员(2020届应届

生）
3 5000 6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

177 号
郝女士 85003000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项目行政专员（2020 届

应届生）
2 5000 6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交子大道

177 号
郝女士 85003000

150

武侯区
成都威路特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4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355 号西部智谷 A 区 4 栋 2层
代女士 13980416798

武侯区
成都威路特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助理 5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355 号西部智谷 A 区 4 栋 2层
代女士 13980416798

武侯区
成都威路特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2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355 号西部智谷 A 区 4 栋 2层
代女士 13980416798

武侯区
成都威路特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经理 5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355 号西部智谷 A 区 4 栋 2层
代女士 13980416798

151

武侯区
成都天创微波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1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

管委会武兴四路 166 号 2栋 2单

元 8楼

李女士 18190461029

武侯区
成都天创微波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硬件调试工程师 2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

管委会武兴四路 166 号 2栋 2单

元 8楼

李女士 18190461029



152 武侯区
四川科泰智能电子有限

公司
.net 软件工程师 2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

路 11 号 2栋
钟女士 85453903

153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口腔科 6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其他科室 45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医学影像科 16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药剂科 6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输血科 4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医学检验科 10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儿科 8 6000 12000 不限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妇产科 9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外科系统 28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内科系统 50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护士 50 6000 12000 中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护师 25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主管护师 20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病案科干事 4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信息科干事 4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质控科 3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感控部 2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护理部 3 6000 12000 大专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医务部干事 1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院办公室 4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武侯区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干事 2 6000 12000 本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118 号 A 区 10 楼人资部
赵前 68711006

154

武侯区
成都市武骏实业有限公

司
技术工 100 6000 12000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鞋都南三

路 9号
陈静 13880094725

武侯区
成都市武骏实业有限公

司
普工 100 6000 12000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鞋都南三

路 9号
陈静 13880094725

155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影像设备销售 5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检验产品销售 2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耗材销售 2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胰岛素泵销售 2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制氧机销售 2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开票员 2 30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武侯区
四川省好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 2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大合仓 C区

402 室
郭女士 65003657

156

武侯区

四川利沃德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利沃德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环保咨询销售经理 5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 1

号 1 栋 1单元 4层 410 号

吴先生

赵丹

18180470271

19160378761

武侯区

四川利沃德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利沃德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环评销售经理 5 1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 1

号 1 栋 1单元 4层 410 号

吴先生

赵丹

18180470271

19160378761

武侯区

四川利沃德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利沃德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废气销售经理 5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 1

号 1 栋 1单元 4层 410 号

吴先生

赵丹

18180470271

19160378761

武侯区

四川利沃德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利沃德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废水销售经理 5 8000 1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 1

号 1 栋 1单元 4层 410 号

吴先生

赵丹

18180470271

19160378761



157

武侯区
四川海天仪表电器开发

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 2 12000 1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 15 号 邓晓煜 15008291158

武侯区
四川海天仪表电器开发

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师 1 7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 16 号 邓晓煜 15008291158

武侯区
四川海天仪表电器开发

有限公司
硬件工程师 1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 17 号 邓晓煜 15008291158

158

武侯区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现场 QA 2 3500 5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12 号 蒋潇余 18190817198

武侯区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生产工人 5 3500 5000 普通高中 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12 号 蒋潇余 18190817198

武侯区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生产实习生 5 1800 2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12 号 蒋潇余 18190817198

武侯区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质量实习生 4 1800 2000 大学本科 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12 号 蒋潇余 18190817198

159

武侯区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QT 开发工程师 1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 E

座 10、11、12 楼
郭怀东 13980066585

武侯区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QT 高级开发工程师 1 15000 2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 E

座 10、11、12 楼
郭怀东 13980066585

武侯区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C++高级开发工程师 1 12000 1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 E

座 10、11、12 楼
郭怀东 13980066585

武侯区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测试 1 6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 E

座 10、11、12 楼
郭怀东 13980066585

武侯区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美工 1 6000 8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 E

座 10、11、12 楼
郭怀东 13980066585

160 武侯区
四川金鑫旺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木工 30 6000 8000 初中 金花鞋材广场 陈映竹 15881111182



武侯区
四川金鑫旺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砖工 20 6000 8000 初中 金花鞋材广场 陈映竹 15881111182

武侯区
四川金鑫旺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泥瓦工 20 6000 8000 初中 金花鞋材广场 陈映竹 15881111182

161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策划师

（集团公司）
1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经济师

（集团公司）
1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文创师

（下属企业）
1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旅游策划师

（下属企业）
1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文创研发

（储备人员）
4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体育产业研发

（储备人员）
2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设计方向

（储备人员）
2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融资管理方向

（储备人员）
7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防控方向

（储备人员）
1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文创设计 （储备人

员）
4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武侯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人力资源岗

（储备人员）
2 面议 硕士研究生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周女士 028-85599328



162

武侯区
上海英盾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保安员 50 3100 38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金雁路沙堰街 40

号亿通新天地 804
刘雪娇 18615714408

武侯区
上海英盾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安检员 200 3100 3500 其他

崇州市大划镇人和路 70 号英盾

安防（大话镇人民政府旁）
雷艳 19940580635

163

武侯区
四川科思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

模具生产技术员（EDM 放

电、W/C 慢走丝、CNC 加

工中心、平面磨床、手摇

铣床）

10 5000 9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崇州市汇兴路 158 号 梅丽英 18113140085

武侯区
四川科思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
模具检验技术员 3 4000 6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崇州市汇兴路 158 号 梅丽英 18113140085

武侯区
四川科思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
销售人员 3 面议 大学专科 成都市崇州市汇兴路 158 号 梅丽英 18113140085

武侯区
四川科思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
品质总监 1 4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崇州市汇兴路 158 号 梅丽英 18113140085

164

武侯区
成都倍司特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外卖配送员（骑手） 50 6000 13000 其他

成都 - 成华 - 建设路 香木林

路 1号附 89 号
刘云欧 18982080279

武侯区
成都倍司特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招聘专员 3 3000 5000 其他

成都 - 成华 - 建设路 香木林

路 1号附 89 号
刘云欧 18982080279

165

武侯区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项目预备人员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157 号 胡兴 87921525

武侯区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行政文员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157 号 胡兴 87921525

武侯区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网络维护专员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157 号 胡兴 87921525

武侯区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市场开发文员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157 号 胡兴 87921525



武侯区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安全监督员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 157 号 胡兴 87921525

166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造价工程师 6 8000 1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郝女士 85003000-722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1 12000 20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郝女士 85003000-722

武侯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招标与采购管理员 1 8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郝女士 85003000-722

167 武侯区
成都周正电子实业有限

公司
销售工程师 5 面议 大学本科

成都市高新区

布鲁明顿广场 B栋
徐文静 18683567825

168

武侯区 格外酒楼 酒店销售 5 面议 其他 董家湾南街 132 号格外酒楼 谢女士 18723236732

武侯区 格外酒楼 传菜员 5 3000 3000 其他 董家湾南街 132 号格外酒楼 谢女士 18723236732

武侯区 格外酒楼 服务员 8 3000 3000 其他 董家湾南街 132 号格外酒楼 谢女士 18723236732

169 武侯区
四川鑫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财务助理 2 2000 4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慧谷 1 栋二单元 201
廖秀 17713564080

170 武侯区
四川子午线矿业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
会计 1 4000 6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2号魏玛国

际 5 栋 9楼
范宇 18383115306

171

武侯区
成都安普利电子有限责

任公司
调试员 4 4000 8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166号西

部智谷 D区 4 栋 3单元 408
游春红 18328408419

武侯区
成都安普利电子有限责

任公司
高级射频工程师 3 20000 300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166号西

部智谷 D区 4 栋 3单元 408
游春红 18328408419

武侯区
成都安普利电子有限责

任公司
电装工人 1 3500 5800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166号西

部智谷 D区 4 栋 3单元 408
游春红 18328408419



172 武侯区
四川惠利多商贸有限责

任金雁分公司
营业员 10 2000 3000 中等专科 沙堰街 40 号负一楼 蔡茂玲 15982398108

173 武侯区 领秀物业 保洁、保安 3 1800 1950 其他 金雁大厦九楼 蒋丽惠 87431839

174 武侯区 中央花园物业 保安 4 1800 1950 中等专科 金雁大厦 9楼 蒋丽惠 87431839

175

武侯区
四川申蓉汇亚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 3 8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顺江段 61 号 杨女士 13551295059

武侯区
四川申蓉汇亚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钣金技师 1 6000 8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顺江段 61 号 杨女士 13551295059

武侯区
四川申蓉汇亚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续保专员 1 6000 8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顺江段 61 号 杨女士 13551295059

武侯区
四川申蓉汇亚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贴膜技师 1 6000 8000 中等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顺江段 61 号 杨女士 13551295059

176 武侯区
成都丽维家科技有限公

司
客服 50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11

号附 1号 6 楼 06 号
伍清霞 028-65239908

177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办公室主任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人力资源部主任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内科住院医生 3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门诊内科医生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急诊科主任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急诊科医生 5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外科医生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妇科医生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彩超诊断医生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放射诊断医师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眼耳鼻喉咽科医生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中医医师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口腔科医生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急诊科护士长 1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急诊科护士 10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口腔护士 3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手术室护士 3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住院护士 5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药剂师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检验科技师 5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武侯区 成都武侯西南医院 医保管理专员 2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武侯区九康五路 168 号 毛老师 18080196065

178 武侯区
四川链家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
销售顾问 20 2000 6000 大学本科 龙腾东路中海大厦 5 楼 欧阳 18780047546

179

武侯区
四川九牛之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财务助理 1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万寿西路 177 号 廖女士 13808069774

武侯区
四川九牛之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资信专员 1 4500 8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万寿西路 177 号 廖女士 13808069774

武侯区
四川九牛之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销售内勤 1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武侯区万寿西路 177 号 廖女士 13808069774

180 武侯区
四川盛世中瑞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保安 4 1900 2800 初中 武青北路 5 号 肖洪俊 61336638

181 武侯区
四川蜀翎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插画师 1 45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711号大合

仓商管 1 栋 1单元 1301
马蓉芳 13550025103

182

武侯区
成都凌宇创商贸有限公

司
美导 10 3000 10000 其他 各超市门店 徐女士 13882268421

武侯区
成都凌宇创商贸有限公

司
高级发型师 5 2000 10000 其他 成都市 谭老师 18880469211

183 武侯区 精典汽车 美车技师 10 3000 5000 大学专科 精典汽车各大连锁店 钟老师 18111599490

184 武侯区
四川明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消防安装施工员

4
面议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711

号 1 栋 2单元 6层 601 号
彭骄会 13258172987



185

武侯区
四川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
营业员 10 3000 5000 大学专科 成都 李丽军 19983259917

武侯区
四川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
执业药师 6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 李丽军 19983259917

186

武侯区
太平园

家俬广场
招商专员 5 6000 8000 大学专科

佳灵路 56 号

太平园家

俬广场

古女士 028-85020508

武侯区
太平园

家俬广场
电工 1 4500 6000 其他

佳灵路 56 号

太平园家

俬广场

古女士 028-85020508

武侯区
太平园

家俬广场
外场管理员 5 4500 6000 其他

佳灵路 56 号

太平园家

俬广场

古女士 028-85020508

武侯区
太平园

家俬广场
保安 5 3000 3000 其他

佳灵路 56 号

太平园家

俬广场

古女士 028-85020508

187

武侯区
成都市顶创餐饮有限公

司
服务员 8 2800 3500 初中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 号富森

美家居广场 5楼瑞德运动休闲中

心

李旭 13550390484

武侯区
成都市顶创餐饮有限公

司
收银员 2 3200 36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 号富森

美家居广场 5楼瑞德运动休闲中

心

李旭 13550390484

武侯区
成都市顶创餐饮有限公

司
前台接待 2 3000 40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 号富森

美家居广场 5楼瑞德运动休闲中
李旭 13550390484



心

武侯区
成都市顶创餐饮有限公

司
厨工 3 2600 2800 初中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 号富森

美家居广场 5楼瑞德运动休闲中

心

李旭 13550390484

武侯区
成都市顶创餐饮有限公

司
吧员 2 2800 3500 普通高中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 号富森

美家居广场 5楼瑞德运动休闲中

心

李旭 13550390484

188

武侯区
成都通用整流电器研究

所
调试技术员 2 3000 5000 其他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三路

117 号聚能国际产业港 4栋附 10

号

代老师 18880488055

武侯区
成都通用整流电器研究

所
普工/装配工 2 2500 4000 其他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三路

117 号聚能国际产业港 4栋附 10

号

代老师 18880488055

武侯区
成都通用整流电器研究

所
售前技术工程师 1 6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三路

117 号聚能国际产业港 4栋附 10

号

代老师 18880488055

189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射频研发工程师 10 6000 12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总体工程师 5 8000 1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功放设计工程师 5 8000 1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C#软件工程师 10 8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FPGA 软件工程师 10 8000 15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生产电装 10 4000 8000 技工学校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武侯区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调试工程师 10 6000 8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大合

仓 D505
晏凤娇 028-87051728

190 武侯区 成都永海实业有限公司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350 面议 其他 武青南路 20 号 喻经理 13320999856

191 武侯区
成都新盛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
驾驶员 580 面议 其他

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陆坝村4组65

号
贺红霞 15928181985

192

武侯区 四川欧锦物流有限公司 调度 2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二街东方

希望天祥广场 B 座 2002
徐勇 13678120650

武侯区 四川欧锦物流有限公司 调度主管 1 5000 7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二街东方

希望天祥广场 B 座 2002
徐勇 13678120650

193

武侯区
力方数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文旅运营总监 2 40000 5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555 号-

力方国际大厦

李女士、郑

女士
028-61670361

武侯区
力方数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创意设计总监 2 25000 33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555 号-

力方国际大厦

李女士、郑

女士
028-61670361

武侯区
力方数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行政经理 1 10000 16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555 号-

力方国际大厦

李女士、郑

女士
028-61670361

194

武侯区
四川维优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电商客服 3 4000 8000 大学专科 西部智谷 A区 唐洋 17764986397

武侯区
四川维优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助理 1 6000 4000 大学专科 西部智谷 A区 唐洋 17764986397

195

武侯区
费希尔久安输配设备

(成都)有限公司
无损检测检查员 1 5000 7000 普通高中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科技

园武科东二路九号
俞霞 18030549747

武侯区
费希尔久安输配设备

(成都)有限公司
焊工 1 4000 6000 初中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科技

园武科东二路九号
俞霞 18030549747



武侯区
费希尔久安输配设备

(成都)有限公司
银行会计 1 4000 5000 大学专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科技

园武科东二路九号
俞霞 18030549747

196 武侯区
四川楚北混凝土有限公

司
操作工 3 3500 8000 普通高中 武侯区金花街道办 余敏 15982492868

197

武侯区
成都华远电器设备有限

公司
电气设计工程师 10 6000 12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开发

区空港二路 1299 号
李女士 18140034337

武侯区
成都华远电器设备有限

公司
调试售后工程师 5 4000 6000 大学专科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开发

区空港二路 1299 号
李女士 18140034337

武侯区
成都华远电器设备有限

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1 4000 7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开发

区空港二路 1299 号
李女士 18140034337

198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集团副总经理 1 83333 83333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集团总工程师 1 50000 5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5 25000 2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 5 16666 33333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 1 33333 66666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造价工程师（项目、土建、

装饰、安装）
5 10000 25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财务主管 3 6666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税务主管 1 面议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前端开发工程师 1 6666 125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java/c#开发工程师 1 6666 125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招采主管 1 8000 10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应届毕业生岗位 20 35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安全管理岗 10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党工团干事 2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后勤管理岗 20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武侯区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安保人员 20 4000 8000 大学本科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195 号 黄先生 18161176850

199 武侯区
四川省和邦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
司机 A2 4 面议 其他 成都市新都区传华商业广场 王先生 18908035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