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城共融 就业先行

沙坪坝区武侯区 2021 年春风行动之青年
圆梦双城网络专场招聘会启动

一、活动主题

春风送岗，圆梦沙磁

二、活动时间

2021 年2 月25 日-2021 年3 月15 日

三、组织机构

主办：沙坪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武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沙坪坝区委员会

承办：沙坪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武侯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协办：各镇，街道办事处

技术：博猎（重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诚信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附件：沙坪坝武侯两地招聘岗位信息

沙坪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2021 年2 月25 日



沙坪坝区招聘岗位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工作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岗位类型
招聘

人数
薪资 福利待遇

1

重庆前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园区井

华路 1 号
王老师 13983082971 技术员 2 3000-6000 长白班，五险，节假日礼品

重庆前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园区井

华路 1 号
王老师 13983082971 质检员 2 2200-4000 长白班，五险，节假日礼品

重庆前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园区井

华路 1 号
王老师 13983082971 文员 2 2200-4000 长白班，五险，节假日礼品

2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文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恒鑫

大厦 15 楼龙文教育
蔡老师 15123905960 市场专员 3 4000-8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岗前

培训，节日福利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文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恒鑫

大厦 15 楼龙文教育
蔡老师 15123905960 语文教师 5 3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岗前

培训，节日福利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文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恒鑫

大厦 15 楼龙文教育
蔡老师 15123905960 数学教师 5 4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岗前

培训，节日福利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文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恒鑫

大厦 15 楼龙文教育
蔡老师 15123905960 英语教师 5 3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岗前

培训，节日福利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文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恒鑫

大厦 15 楼龙文教育
蔡老师 15123905960 物理教师 5 4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岗前

培训，节日福利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文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恒鑫

大厦 15 楼龙文教育
蔡老师 15123905960 教导主任 3 4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岗前

培训，节日福利

3

重庆嘉扬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永嘉大道 李老师 13368227916 检验工 2 3500-5000

五险一金，通勤补贴，提供

午餐及误餐补贴，生日/节假

日慰问等

重庆嘉扬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永嘉大道 李老师 13368227916
机加品质技术

工程师
1 6000-9000

五险一金，通勤补贴，提供

午餐及误餐补贴，生日/节假

日慰问等

重庆嘉扬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永嘉大道 李老师 13368227916
消音器品质技

术工程师
1 6000-9000

五险一金，通勤补贴，提供

午餐及误餐补贴，生日/节假

日慰问等

重庆嘉扬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永嘉大道 李老师 13368227916
通机电气研发

工程师
1 6000-9000

五险一金，通勤补贴，提供

午餐及误餐补贴，生日/节假

日慰问等

重庆嘉扬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永嘉大道 李老师 13368227916 现场技术员 3 4500-7500

五险一金，通勤补贴，提供

午餐及误餐补贴，生日/节假

日慰问等

4
重庆鸿英联华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天陈路 杜老师 19982806989

监控员 （有消

防证）
14 2400-2800 包住

5 重庆学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坪区（天福克拉广

场）、沙坪坝区（三峡广场）、

九龙坡区（万象城）、江北区

（观音桥）

陈老师 15123858301 咨询师 8 8000-13000 五险一金



重庆学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坪区（天福克拉广

场）、沙坪坝区（三峡广场）、

九龙坡区（万象城）、江北区

（观音桥）

陈老师 15123858301 学管师 6 7000-12000 五险一金

重庆学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坪区（天福克拉广

场）、沙坪坝区（三峡广场）、

九龙坡区（万象城）、江北区

（观音桥）

陈老师 15123858301
各学科任课老

师（全职/兼职）
20 8000-10000 五险一金

6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质量检验员 2 4000-5000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包装检验 5 3000-4500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橡胶配方工程

师
1 5000-8000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车间主任 1 5000-8000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CNC 编程操机 1 5000-8000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统计文员 1 3000-4000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质量总监 1 面议 五险、吃住

重庆华振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华路 20 号
杨老师 13983196698 厂长 1 面议 五险、吃住



7
重庆市信黔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重庆市渝北区红旗河沟重庆总

商会大厦 25-4
秦老师 17338676923 招商专员 10 5000-8000

双休+法定节假日休息+五险

+生日礼金+每月团建+节日

福利+年终奖金+其他福利

8

重庆点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牟家工

业园区白海路 23 号
汪老师 18225027480 库管 3 3 K-4.3K 社保、吃住、节、生日礼金

重庆点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牟家工

业园区白海路 23 号
汪老师 18225027480 检验 3 3K-4.3K 社保、吃住、节、生日礼金

重庆点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牟家工

业园区白海路 23 号
汪老师 18225027480 统计 3 3K-4.3K 社保、吃住、节、生日礼金

重庆点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牟家工

业园区白海路 23 号
汪老师 18225027480 生产管理 3 4.5K-6K 社保、吃住、节、生日礼金

重庆点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牟家工

业园区白海路 23 号
汪老师 18225027480 生产管理 3 4.5K-6K 社保、吃住、节、生日礼金

重庆点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牟家工

业园区白海路 23 号
汪老师 18225027480 现场技术 3 4.5K-6K 社保、吃住、节、生日礼金

9

重庆理想液化石油气实业有

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 陈小玲 18996200708 话务员 1 3000-3500 五险

重庆理想液化石油气实业有

限公司
区域不限 陈小玲 18996200708 渠道专员 1 3000-8000 五险

重庆理想液化石油气实业有

限公司
重庆市 陈小玲 18996200708 市场推广员 5 3500-6000 五险

重庆理想液化石油气实业有

限公司
重庆市 陈小玲 18996200708 培训助理 1 3500-6000 五险



10

沙坪坝区国际象棋协会 沙坪坝 王老师 18166328426 教务管理 1 3000-5000 五险，绩效提成

沙坪坝区国际象棋协会 沙坪坝 王老师 18166328426 国际象棋老师 2 3000-5000 五险，绩效提成

11

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振华路 37

号（台资工业园）
王老师 023-65184941 成检 10 3500-6000

1 免费提供公寓式住宿（2-4

人间）免费工作餐，2.入职享

受五险一金。

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振华路 37

号（台资工业园）
王老师 023-65184941 巡检 5 4000-6000

1 免费提供公寓式住宿（2-4

人间）免费工作餐，2.入职享

受五险一金。

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振华路 37

号（台资工业园）
王老师 023-65184941 工艺工程师 3 6000-8000

1 免费提供公寓式住宿（2-4

人间）免费工作餐，2.入职享

受五险一金。

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振华路 37

号（台资工业园）
王老师 023-65184941 质量工程师 5 4500-6500

1 免费提供公寓式住宿（2-4

人间）免费工作餐，2.入职享

受五险一金。

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振华路 37

号（台资工业园）
王老师 023-65184941

储备技术员（应

届毕业生）
10 3500-4000

1 免费提供公寓式住宿（2-4

人间）免费工作餐，2.入职享

受五险一金。

12
重庆渝江压铸第二生产基

地
重庆礼嘉礼盛路 6 号 黄文俊 15223088145 检验员 20 4000-6000 入职参保、年休假

13
重庆新鸥鹏物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大学城分公司
大学城、璧山 张丽群 18875000781 行政文员 3 3500-4000 五险、包吃住

14 重庆中颐集团 冉家坝 袁女士 19112954541 电商活动策划 1 5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节日

福利



重庆中颐集团 冉家坝 袁女士 19112954541 社群运营经理 1 6000-10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节日

福利

重庆中颐集团
渝北、北碚、江北、九龙坡、

南坪、巴南等
袁女士 19112954541

销售代表/驻店

销售/储备店长
50 5000 以上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节日

福利

15

重庆壹心力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
沙坪坝区大学城南一路

杨老师

陈老师

13594235822

17608227687

行政人事助理/

前台接待
3 2800-6000

五险、带薪年假、节日福利、

年终绩效、包工作餐

重庆壹心力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
渝中区菜园坝火车站

杨老师

陈老师

13594235822

17608227687

街道秩序维护

员
3 2550-3000

五险、带薪年假、节日福利、

年终绩效、包住

重庆壹心力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
江津综保区、涪陵综保区

杨老师

陈老师

13594235822

17608227687
海关协管 5 4000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节日

福利、年终绩效、包住

16

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 舒金凤 13320279610

热处理项目工

程师
1 6000-8000

5 天 8 小时制、五险、工作餐、

提供住宿、各大节日福利

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 舒金凤 13320279610 电气工程师 1 4000-6000

5 天 8 小时制、五险、工作餐、

提供住宿、各大节日福利

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 舒金凤 13320279610 机械维修工 1 4000-6000

5 天 8 小时制、五险、工作餐、

提供住宿、各大节日福利

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 舒金凤 13320279610 电气维修工 2 4000-6000

5 天 8 小时制、五险、工作餐、

提供住宿、各大节日福利

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 舒金凤 13320279610 设备内勤 1 3000-5000

5 天 8 小时制、五险、工作餐、

提供住宿、各大节日福利



17

重庆新大福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

工业园
任志 65338233 检验（试压） 5 3000-4000

五险、工作餐、年休假、年

终奖

重庆新大福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

工业园
任志 65338233 工艺工程师 2 3500-5000

五险、工作餐、年休假、年

终奖

重庆新大福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

工业园
任志 65338233 文员 2 3000-4000

五险、工作餐、年休假、年

终奖

重庆新大福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

工业园
任志 65338233 生产调度 2 4000-6000

五险、工作餐、年休假、年

终奖

重庆新大福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

工业园
任志 65338233 库管 2 3000-4000

五险、工作餐、年休假、年

终奖

重庆新大福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

工业园
任志 65338233 生产部长 1 面议

五险、工作餐、年休假、年

终奖

18

重庆融汇物业沙坪坝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梨树湾 向老师 88662510 客服管家 15 3500-4000

五险、工作餐、节日费、高

温费、生日礼金、年终奖、

带薪年假、工龄工资

重庆融汇物业沙坪坝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梨树湾 向老师 88662510 设备管理员 1 3500-5000

五险、工作餐、节日费、高

温费、生日礼金、年终奖、

带薪年假、工龄工资

19

重庆和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 邓梅 18983486136 技术部经理 1 6000-10000
社保、餐补、路补、国家节

假日休息

重庆和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 邓梅 18983486136 技术员 2 4000-6000
社保、餐补、路补、国家节

假日休息

重庆和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 邓梅 18983486136 质量部经理 1 5000-8000
社保、餐补、路补、国家节

假日休息



重庆和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 邓梅 18983486136 质量工程师 1 3000-6000
社保、餐补、路补、国家节

假日休息

重庆和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 邓梅 18983486136
生产助理（管培

生）
1 3000-5000

社保、餐补、路补、国家节

假日休息

20

重庆华西金度义齿制作有限

公司

沙坪坝高新技术产业园标准厂

房 1 期
王学菊 13320333758 采购 1 3000-4000 五险，包吃包住

重庆华西金度义齿制作有限

公司

沙坪坝高新技术产业园标准厂

房 1 期
王学菊 13320333758 统计员 1 3000-4001 五险，包吃包住

重庆华西金度义齿制作有限

公司

沙坪坝高新技术产业园标准厂

房 1 期
王学菊 13320333758 会计 1 3500-4500 五险，包吃包住

重庆华西金度义齿制作有限

公司

沙坪坝高新技术产业园标准厂

房 2 期
王学菊 13320333759 质检 1 3000-4000 五险，包吃包住

21

重庆中容石化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沙坪坝井口工业园 周周 15923529086

压力容器销售

经理
2 4000-10000 五险、包食宿，绩效奖励

重庆中容石化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沙坪坝井口工业园 周周 15923529086 安全员 1 6000-10000

五险、包食宿，绩效奖励、

提成

重庆中容石化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沙坪坝井口工业园 周周 15923529086 气体销售员 3 4000-10000 五险、包食宿，绩效奖励

22

重庆市沙坪坝区贝达机械厂 沙坪坝区青木关镇 何小玲 15922626307 检验 2 计件 五险

重庆市沙坪坝区贝达机械厂 沙坪坝区青木关镇 何小玲 15922626307 设计工程师 2 面谈 五险



23 劲浪重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沙坪坝龙湖金沙天街 沙坪坝

煌华购物中心
向毅

60332182

60332183

详情电话咨询

adidas(阿迪达

斯)、puma（彪

马）、kappa（卡

帕）导购/营业员

60 4000-8000

上一休一+五险 + 带薪年假

+ 快速晋升+加班补贴+内

购会

24

重庆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显丰大道 80 号 伍老师 023-88270038 钣金技师 2 5000-9000 五险一金

重庆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显丰大道 80 号 伍老师 023-88270038 机修技师 2 5000-8000 五险一金

重庆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显丰大道 80 号 伍老师 023-88270038 销售顾问 2 10000-150000 五险一金

25 重庆伟盟路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南坪、江北 谢老师 13436102797 前台客服人员 2 3000 以上 试用期合格可以买五险

26

重庆掌壹文化艺术传播有限

公司（掌壹培训中心-沙坪坝

校区）

重庆沙坪坝区南方香榭里小区

45 号附 19 号
刘老师 17783186978 前台 2 3000-8000

福利待遇转正后五险，带薪

寒暑假，岗位培训，节假日

福利等

重庆掌壹文化艺术传播有限

公司（掌壹培训中心-沙坪坝

校区）

重庆沙坪坝区南方香榭里小区

45 号附 19 号
刘老师 17783186978 销售 2

3000-12000（上

不封顶）

福利待遇转正后五险，带薪

寒暑假，岗位培训，节假日

福利等

27 重庆维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区新牌坊 杨老师 13983142211 培训督导员 2 3000-4500

五险+年终考核+月休 8 天+

免费培训+进入公司储备管

理人才库

28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渝北区龙

兴
侯老师 023-89095530 审计经理 1 10000-20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渝北区龙

兴
侯老师 023-89095530 高级审计专员 1 6000-10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渝北区龙

兴
侯老师 023-89095530

大数据助理工

程师
2 4000-6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渝北区龙

兴
侯老师 023-89095530 接待专员 3 4000-6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 侯老师 023-89095530 前台文员 3 4000-6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渝北区龙兴

张老师

侯老师

17318447679

023-89095530

销售顾问/高级

销售顾问
30 4000-8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渝北区龙兴

张老师

侯老师

17318447679

023-89095530

直营体验中心

店长
30 10000-20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渝北区龙兴

张老师

侯老师

17318447679

023-89095530
试驾专员 30 4000-6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江津区双福

张老师

侯老师

17318447679

023-89095530
销售专员 2 4000-6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江北区鱼复工业园

张老师

侯老师

17318447679

023-89095530

渠道销售专员/

业务经理
5 4000-8000

五险一金、免费班车、免费

工作餐、员工体检、通讯补

贴、周末双休、年终奖等

29 重庆更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大学城中路32号附

34 号
杨老师 18166323054 房产经纪人 10 4000 元-6000 元

30

廖记食品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渝中区时代天街 1 号 2 栋 易老师 18302311929 营业员 6 3000-5500 元/月

廖记食品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渝中区时代天街 1 号 2 栋 易老师 18302311929 人力行政主管 2 5500-8000 元/月

廖记食品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渝中区时代天街 1 号 2 栋 易老师 18302311929 招商主管 1
5000-10000 元/

月

31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刘老师 17729651575 营业员 50 3 千-1 万 五险、带薪年假、节日福利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刘老师 17729651575 收银员 50 3 千-1 万 五险、带薪年假、节日福利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刘老师 17729651575 执业药师 60 8 千保底 五险、带薪年假、节日福利

32

重庆新锐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关口村 王老师 13452153469
卷簧工程师学

员
2 3000-5000 元

重庆新锐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关口村 王老师 13452153469
技术工程师学

员
1 4000-8000 元

重庆新锐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关口村 王老师 13452153469 磨簧操作员 4 4000-6000 元

33 重庆欣怡嘉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大坪肖家湾 邹老师 18623428931 美工 1 4000-5000
五险+午饭+节假日福利+年

终奖等



重庆欣怡嘉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大坪肖家湾 邹老师 18623428931 电商运营主管 1 6000-10000+
五险+午饭+节假日福利+年

终奖等

重庆欣怡嘉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大坪肖家湾 邹老师 18623428931 内容编辑 1 4000-6000
五险+午饭+节假日福利+年

终奖等

34 重庆丙丁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工业园
郭老师

林老师

18996213659

18996213650
行政专员 1 3000-4000 五险一金，包食宿

35
重庆明达天晨汽车零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张老师 13883566294 技术员 2 5000 五险

36

重庆同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西盛路 66

号恒大优活城
熊老师 17318207037 客服管家 3 4000-4800

购买五险一金 工作餐 带薪

年假 绩效奖金

重庆同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西盛路 66

号
熊老师 17318207037 工程技工 3 3800-4800

购买五险 绩效奖金 带薪

年假 工作餐

37

重庆顺路买菜超市管理有限

公司沙坪坝第一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双大道20号

附 91 号
朱老师 19122124677 营业员 6 3000-5000 提供住宿

重庆顺路买菜超市管理有限

公司沙坪坝第一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双大道20号

附 91 号
朱老师 19122124677 店长 3 4000-7000 提供住宿

38 重庆德厦职业代理有限公司
重庆西永微电园龙湖好城时光

店
王老师 18008351979 房产经纪人 20 5000-10000 买 5 险，绩效提成

39
重庆百莲光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双大道 19

号附 58 号
刘老师 13308320586 社区专员 3 3000 以上 提成、奖金

40
重庆琴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西永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双大道 21

号附 24 号
赵老师 13678484423 房产销售 15 2000-10000 五险一金、提成



41
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首创光和城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双大道 19

号附 50、51 号
蔡老师 15736672703 置业顾问 5 5500-12000 五险，绩效提成

42
重庆川陵微特机电制造有限

公司

重庆歌乐山街道矿山坡工业园

区
赵老师 13018331819 现场管理 1 3000-8000 元/月

试用期后购买五险，单位组

织一年一次团建活动，节日

礼品及全勤奖

43
重庆市沙坪坝区乐一融合特

殊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村

喻河沟社 1 号
彭老师 18996090035

助教、跟班生活

老师、后勤员工
25 2000 起步

单休；过了试用期有五险；

带薪年假&旅游；签订合同有

合同奖金；过春节有慰问金，

节假日发放礼品

44 重庆七刻同城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主城 熊老师 13132391004 销售 3 底薪 2800+提成

45
重庆宏亮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 187-219

号
周经理 15723415737 销售员 5 2000-10000 绩效加提成

46
重庆老家味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重庆沙区小龙坎正街 168 号 6

楼
闫经理 15215104113 收银接待 2 3100-4000

底薪+全勤+考核+酒水菜品

提成+绩效，月休 4 天，工龄

工资，节日福利，员工聚餐，

团建活动等

47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
南岸区弹子石长嘉汇项目 张老师 13637944905 秩序员 10 4400—5500

五险一金、包住、年终奖、

员工生日活动等

48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
重庆南岸区弹子石长嘉汇项目 张老师 13637944905 中控室 5 4400—5500

五险一金、包住、年终奖、

员工生日活动等

49
重庆荣欢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大石村分公司
沙坪坝区双碑大石村 7-2 号 艾老师 13983892525 店面销售人员 20

3000-5000（基本

工资加提成）
上一休一，购买五险



50
重庆小融树文化艺传播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双碑浪升双城天街

四楼
唐老师 18680786862 招生专员 10 3000-8000 元 五险、岗位津贴、招生提成

51 重庆天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 柳老师 18875088609 人事专员 20 3000-6000
提供住宿，每月团建活动，

年中重庆周边三日游

52 沙坪坝区佟小曼食品店
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正街

63-9
韩老师 18223235085 导购 2 5000-9000

月休四天、五险、生日福利、

团建、住宿环境好

53

重庆美的家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湖开元商业

附 179 号
陈经理 18580780579 客户经理 10

底薪 2000~3000

元/月+高额提成
五险+年假+内训团建

重庆美的家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湖开元商业

附 179 号
陈经理 18580780579 楼盘客户管家 10

底薪 2000~3000

元/月+高额提成
五险+年假+内训团建

重庆美的家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龙湖开元商业

附 179 号
陈经理 18580780579 设计师 10

1800 元-3000元/

月+提成
五险+年假+内训团建

54

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沙坪坝区文兴路 16 号融创文

旅城
张经理

17774984714/68

931068
物业保安 10 4400-4500 元/月

月休 4-5 天，包住，节日礼

金，生日礼金，年终奖，培

训，带薪休假，加班补助。

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沙坪坝区文兴路 16 号融创文

旅城
张经理

17774984714/68

931068
物业管家 10 4500-5500 元/月

月休 6 天包住，节日礼金，

生日礼金，年终奖，培训，

带薪休假，加班补助。

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沙坪坝区文兴路 16 号融创文

旅城
张经理

17774984714/68

931068
物业维修技工 10 4000-4400 元/月

月休 6 天包住，节日礼金，

生日礼金，年终奖，培训，

带薪休假，加班补助。



55

重庆勤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桥北一路

西泽雅苑
赵老师 18323365832

教务班主任（陈

家桥南渝校区）
1 7 千-1.2 万

1、五险、各种奖金、年假，

公司旅游。2、 国内外公费

交流学习。3、入职纪念日，

丰富的团建活动等

重庆勤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桥北一路

西泽雅苑
赵老师 18323365832

校长助理（陈家

桥南渝校区）
1 3 千-6 千

1、五险、各种奖金、年假，

公司旅游、2、孝心陪伴假

重庆勤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桥北一路

西泽雅苑
赵老师 18323365832

课程顾问（陈家

桥校区/提供住

宿）

5 8 千-1 万

五险、节日福利、国内外学

习和培训等，全方位保障员

工发展 。

56
重庆曼芩顿文化娱乐有限公

司

重庆市沙坪坝九重锦商业街 2

号楼 4 层
袁老师 18580219879 行政专员 1 3000-6000 元 包食宿、白班

57
禾田世家智能家居科技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区内 赖老师 13167988583 办公室文员 2 3000-5000

58 重庆金垦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区内 老师 13500328755 车间管理 2 面议

59

重庆龙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熙路 10 号
罗老师 13452706662 电工 2 3000-4000

享周末双休、购买五险、提

供午餐

重庆龙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熙路 10 号
罗老师 13452706662 电工学徒 2 2500-3500

享周末双休、购买五险、提

供午餐

重庆龙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熙路 10 号
罗老师 13452706662 采购员 1 2800-3200

享周末双休、购买五险、提

供午餐

重庆龙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熙路 10 号
罗老师 13452706662 销售人员 1 底薪+提成

享周末双休、购买五险、提

供午餐



重庆龙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熙路 10 号
罗老师 13452706662 机械工程师 1 4000-5000

享周末双休、购买五险、提

供午餐

重庆龙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井

熙路 10 号
罗老师 13452706662 电气工程师 1 4000-5000

享周末双休、购买五险、提

供午餐

60 重庆韵达快递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凰佳工业

园
老师 13320215534 客服人员 3 工资面议 早九晚五

61 重庆阿布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戴老师 13368267667 文案策划 2 3500-6500 五险

62

重庆信达口腔医院 重庆沙坪坝区石井坡 263 号 何老师 16602345633 口腔护士 5 3000+ 五险

重庆信达口腔医院 重庆沙坪坝区石井坡 263 号 何老师 16602345633 大堂经理 1 薪资面谈 五险

重庆信达口腔医院 重庆沙坪坝区石井坡 263 号 何老师 16602345633 销售经理 1 薪资面谈 五险

63
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滨江壹号北分公司
大重庆就近安排 马老师 15928605383 房产经纪人 10

4500-5500+高额

提成

五险+互助金+节假日福利+

带薪年假+国内游/境外游+

人民大会堂国宴+精英社+定

期团建

64

重庆会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石井坡 黄老师 15802341725 市政管理人员 1 3500-5000 五险、工作餐

重庆会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石井坡 黄老师 15802341725 物业管理人员 1 3500-5000 五险

65
上海景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南岸区 王老师 15086868355 客服 2 3500-4500

包住、餐补、五险一金、带

薪年假、节假日福利



66

重庆旭健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刘老师

/何老师

18580770061

13340207053
结算专员 1 3000-4000 月休 4 天，转正后购买五险

重庆旭健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刘老师

/何老师

18580770061

13340207053
快递员 20 6000-10000+ 月休 4 天，多劳多得

重庆旭健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刘老师

/何老师

18580770061

13340207053
快递客服 8 3000-4000 月休 4 天，转正后购买五险

6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沙坪坝支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庆泰大

厦
何老师 15823036965 销售人员 10 8000

高额提成+转正奖励+季度奖

+年终奖+销售奖励+国内外

旅游奖励

68

重庆洪泉物业公司 重庆市江北 叶老师 19123902740 会务员 2 2500 -3000 面议

重庆洪泉物业公司 南宁 叶老师 19123902740 会计 1 7000-8000 面议

69
深圳市恒博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综保 A 区 阎老师 17830555549 收银员 2 2800-3100

双休、带薪年假、年终奖、

有住宿

70 重庆诚雅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龙头寺，鸳鸯，照母山 赵老师 13368062828 店长 10 3500-7000 吃住，购保险



武侯区招聘岗位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工作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薪资待遇

1 柒一拾壹（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路 7 号 3

层 2 号
人事部 028-85325711 会计助理 2 3000-5000

2 成都君来祥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市 人事部 18008003870 货运司机 10 5000-8000

3 四川预多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祥

鹤四街中海财富中心
人事部 19980431755 销售经理 3 5000-10000

4

四川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成都洗面桥

街餐厅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20 号 人事 13458233563 开心姐姐 2 2500-3500

四川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成都洗面桥

街餐厅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20 号 人事 13458233563 咖啡师 3 2500-3500

四川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成都洗面桥

街餐厅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20 号 人事 13458233563 服务员 6 2500-3500

5 成都肯保捷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物联

大道 259 号
万女士 15882168755 销售工程师 5 5000-8000



6

成都三鼎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武侯区武科东四路联邦财富

中心
人事部 13540110664 家装渠道 3 4000-8000

成都三鼎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武侯区武科东四路联邦财富

中心
人事部 13540110664 门店销售 3 4000-8000

7 四川谊品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益州大道中段

555 号星辰国际 B 座 1401
张学勤 15892505604 储备干部 3 3000-6000

8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张学勤 15892505604 会务接待 1 3000-5000

9 成都杰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彭州九尺镇九兴东路 138 号 卿先生 13688490434 技术员 10 3000-4000

10 四川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区武阳大道一段 苏先生 18782908964 置业顾问 1 5000-10000

11

四川华西医学验光配镜有限责任公司 武侯区黉门后街 3 号 人事 18180770628 营业员 2 3500-5000

四川华西医学验光配镜有限责任公司 武侯区黉门后街 3 号 人事 18180770628 客服 2 3500-5000

四川华西医学验光配镜有限责任公司 武侯区黉门后街 3 号 人事 18180770628 网络数据管理员 2 3500-5000

12
成都智水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双楠

段
人事 18140123719 市场研究员(白酒) 2 4000-8000

成都智水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长顺上街127号 人事 18140123719 宽窄巷子会馆客服经理 2 5000-10000

13 成都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

园
人事 028-68178013 生产技术员 5 4000-6000



14

四川华海洁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西安中路 42 号赛思商

务楼 4 楼整层
人事 87738811 渠道销售 3 5000-8000

四川华海洁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西安中路 42 号赛思商

务楼 4 楼整层
人事 87738811 店员 3 5000-8000

四川华海洁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西安中路 42 号赛思商

务楼 4 楼整层
人事 87738811 店长 3 5000-8000

四川华海洁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西安中路 42 号赛思商

务楼 4 楼整层
人事 87738811 工程销售 2 5000-10000

15 四川优家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静沙南路 18 号

沙河中心 A 座
人事 13880939695 销售经理/销售人员 5 3000-8000

16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川藏路店 成都武侯大道铁佛段 317 号 田女士 028-66518601 店长助理 3 3000-4000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川藏路店 成都武侯大道铁佛段 317 号 田女士 028-66518601 维保员工 2 3000-4000

成都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川藏路店 成都武侯大道铁佛段 317 号 田女士 028-66518601 销售内勤 2 3000-4000

17

四川圣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

大合仓 E 区 418 室
李女士 15828519007

豪华品牌 4S 店驻店销

售顾问
4 5000-10000

四川圣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511 号

大合仓 E 区 418 室
李女士 15828519007 销售内勤助理 2 3000-4000

18 成都彩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佳灵路

172 号 A 座 7 楼
柳林 028-67641149 行政前台 2 4000-6000

19
四川邮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区九兴大道 人事经理 028-86051136 采购专员 1 4000-5000

四川邮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区九兴大道 人事经理 028-86051136 行政专员 1 3000-4000



20
云南斌华文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古柏中心村 钟先生 15308725156 省外销售经理 10 5000-10000

云南斌华文具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古柏中心村 钟先生 15308725156 四川业务人员 3 5000-10000

21 四川蓉诚新川工程机械公司
双流九江街道康家堰路一段

888 号
廖女士 13980673769 内勤 1 3000-3500

22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 6 号

三洞桥小区一栋二楼永先印

务

余小姐 17358540392 图文印前文件处理员 4 3000-5000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 6 号

三洞桥小区一栋二楼永先印

务

余小姐 17358540392 印后装订操作员 4 3000-5000

23

中洲物业
成都高新区、新都区、锦江区、

成华区、新津区
刘女士 15528302534 高端住宅/别墅区保安 20 3700-4000

中洲物业
成都高新区、新都区、锦江区、

成华区、新津区
刘女士 15528302534 楼栋管家/客服前台 20 3700-4100

中洲物业
成都高新区、新都区、锦江区、

成华区、新津区
刘女士 15528302534 工程维修员/电工 20 4100-4300

24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质量检验员 2 3000-5000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供应员 2 5000-8000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销售代表 5 3000-8000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装配钳工 5 2000-3000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装配电工 5 2000-3000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机械技术员 1 3000-5000

成都远景数控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 298 号 4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敖女士 13668158839 电气技术员 1 3000-5000

25 四川云享智慧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163 号 2

栋 4 层 402 号
琳琳

028-68360501

18384207136
销售专员 20 5000-10000

26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157号 人事 18349365933 财务(会计) 1 3000-4500

成都平安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157号 人事 18349365933 办公室文员 1 2500-4000

27

四川泽信盛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穆老师 15102826116 团购专员 3 4000-6000

四川泽信盛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穆老师 15102826116 市场代表 5 4000-6000

四川泽信盛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穆老师 15102826116 销售代表 1 3500-8000

28 四川高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杉板桥路 669 号

招商城市主场二期 B 座 1705
人事 13540938130 行政文员 2 2500-5000



29 成都市京腾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 刘先生 15583231359 网约车上班司机 20 4000-12000

30 中宏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青羊区二环路一段 99 号附 14

号
王女士 18108108916 销售代表 10 5000-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