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百职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提供

建华建材（山东莱阳）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一）招聘岗位：
生产操作工（风炮手、抹浆、拆装头尾

板、拆边丝、张拉、拌合）
男性，20-50 周岁，视力良好，吃苦

耐劳，身体健康，试用期 15 天，150 元/
天，转正后班组计件，工资 6000-8000/
月

（二）员工福利：
1.公司为转正员工缴纳五险，试用期1

个月，提供商业保险；
2.免费体检：第一个月在工资中报销；
3.免费就餐：4菜一汤/餐，员工入职公

司即办理饭卡；
4.免费发放行李物品；
5.员工入职公司即办理工资卡，每月

25日准时发上个月工资；
6.夫妻间房租，公司报销；
（三）工作时间：
早6：00-晚6：00，晚6：00-早6：00
两班倒，每10天一倒班，逢“1日”转班

休息，每日午餐和夜餐时间30分钟。
新员工工作不满7天不计算工资。
4人间，独立卫浴，住宿环境好。
工资待遇好，3个月净收入超2万元
有无经验均可，吃苦耐劳，积极正能量
面试地址：长春市威海路600号
联系人 ：王女士
招聘电话：80809117
13039311261接受视频面试

长春博纳财智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提供

绿园区某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招聘岗位：征收人员
职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25周岁至

40周岁之间；工作认真细心，有责任心。
工作内容：法律(懂得征收方面相关法

律知识)、文秘(书写日常资料、党建资料、会
议记录等)、计算机(工作所需办公软件)、财
务(出纳、会计、财务管理等)、建筑(土地管
理及房地产、土地规划与管理等)专业或有
与房屋征收工作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优
先。

薪资待遇：应发工资3400元/月，缴纳
五险一金。

联系方式：0431-87875988
简历发送至邮箱：
804775321@qq.com
所招聘岗位是劳务派遣制，不收取应

聘者任何费用。

双阳区就业局提供

吉林省锦江印刷有限公司
工作地点：双阳区奢岭文化印刷产业

园区
招聘岗位：车间学徒5人、箱货司机1

人
工资待遇及要求：
1.车间学徒：年龄40周岁以下，品行端

正，无不良记录，能接受倒班，工资 2800-
4500元。

2. 箱货司机：年龄 55 周岁以下，（C1、
B2）驾驶证、上岗资格证，熟悉长春附近路
线，工资3800-4000元。

备注：公司提供食宿，双阳附近有班
车，月休2天+年节假日休息。

联系人：杨女士
企业电话：13394488335 微信同步

吉林中科金盛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双阳区奢岭长春文化印刷

产业开发区
招聘岗位：产品设计师1人、工业会计

师1人、区域销售经理5人、车间技工若干
招聘岗位：
1.产品设计师：本科以上学历，高分子

专业者优先考虑。
2.工业会计师：男女不限，至少有5年

以上的经验。
3.区域销售经理：男，年龄不限，有销

售经验者优先。
4.车间技工若干，男，年龄30-50岁之

间，头脑灵活，踏实肯干，有无经验均可。
5.塑钢窗安装小工、中工。
工资福利待遇：薪资面议，免费提供食

宿，24小时热水浴室，每年公司组织免费旅
游。提供学习和晋升机会。

以上职位，党员优先录用。
联系人：赵先生
企业电话：0431-84168836

18844030033

东辽县就业局提供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
招聘工种：车间工人、管理岗、电工、

稽核员、文案、内勤、会计、出纳
招聘人数：66名

录用条件：
1、车间工人（50 名）：男 48 周岁以下，

女45周岁以下；
2、管理岗（5名）：大专以上学历，三年

以上生产加工企业管理经验，具备优秀的
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熟悉
生产运作和管理流程，拥有丰富的管理、成
本控制、质量管控等方面经验；

3、技术岗:电工（2 名）：45 周岁以下，
有相关工作经验，持证上岗年龄可适当放
宽；

4、稽核员（4名）：35岁以下，大专以上
学历；

5、文案：2名，大专以上学历，有文字功
底及表达能力，从事过文案或策划工作者
优先；

6、内勤：1名，女，大专以上学历，熟练
操作常用办公软件，具备良好的理解和沟
通能力；

7、会计：1名，大专以上学历，财务会计
相关专业，持证上岗，相关工作经验，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需长期驻外；

8、银行出纳：1名，男，40岁以下，大专
以上学历，财务会计相关专业，具有现金管
理和银行结算业务方面知识，工作严谨，责
任心强，有熟练驾驶技能。

工资福利待遇：
车间工人月薪4000－5000元；稽核员月

薪 3150 元；文案月薪 3000－6000 元；管理
岗、内勤月薪 2650 元；会计、出纳月薪
2650－3000 元；电工月薪 3500－4500 元，
有通勤，免费提供住宿，有食堂，有餐补，要
求本地户口，转正缴纳五险一金。

工作地点：
东辽县安恕镇曲家道口（总厂）；
东辽县安恕镇小城子道口（天焱分公

司）；
东辽县经济开发区连昌道口（金展肉食

加工厂）
联系电话：15943796728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
招聘工种：车间技术工人、车间包装工

人、化验室 QC、技术人员、保洁、锅炉工、
库工

招聘人数：69名

录用条件：
1、车间技术工人（20名）：25-50岁，有

药厂经验者优先；
2、车间包装工人（30名）：25-45岁，女

性，有药厂经验者优先；
3、QC（5 名）：45 岁以下，有工作经验

者优先；
4、技术人员（5名）：专科以上学历，药

学专业，有药厂管理经验者优先；
5、司炉工（2 名）：30－55 岁，有司炉

证；
6、保洁（2名）：40－55岁，有工作经验

优先；
7、库工（5名）：55岁以下，有工作经验

优先。
工资福利待遇：
车间技术工人月薪 2000-4000 元；车

间包装工人月薪 2000-3800 元；技术人员
月薪 2500-4000 元；司炉工月薪 1800 元。
公司有班车。

工作地点：东辽县渭津镇尚义村
联系电话：13504375587

辽源市迪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工种：化验员、质保、技术人员、财

务主管、制粒工、压片工、包衣工、包装工
招聘人数：35名
录用条件：
1、化验员（6 名）、质保（6 名）、技术人

员（3 名）：20－45 岁，大专以上学历，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

2、财务主管（1名）：20－45岁，大专以
上学历，熟练使用财务成本及用友软件；

3、制粒工、压片工、包衣工（各 3 名）、
包装工（10名）：20－50岁，初中以上学历。

工资福利待遇：
月工资1580-4000元，午餐免费，报销

市内往返交通费。
工作地点：东辽县白泉镇
联系电话：13624370111

13843754688

东辽县天缘不锈钢制品工厂
招聘工种：氩弧焊、电焊、白钢大工
招聘人数：9名
录用条件：
氩弧焊（5 名）、电焊（2 名）、白钢大工

（2名）：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工资福利待遇：
月薪2000－5000元。
工作地点：东辽县凌云乡文官道口
联系电话：13843780600

松原市就业局提供

松原市九安五星消防安全评估管理
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1、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2人
要求：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
2、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2人
要求：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
3、业务员5人
工作内容：业务拓展
联系电话：18743800119

吉林三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1、焊工20人
要求：男性，身体健康，年龄25-50岁
2、普工20人
要求：男性，身体健康，年龄25-45岁
3、学徒工10人
要求：男性，身体健康，年龄18-25岁
联系电话：13394386589

松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1、办公室主任1人
要求：3年以上工作经验、专科以上学

历
五险一金、餐补、绩效奖金、带薪年假
2、人事行政专员1人
要求：2年以上岗位经验、专科以上学

历
五险一金、餐补、绩效奖金、带薪年假
3、保卫干事3人
要求：专科以上学历、五险一金、餐补、

绩效奖金、带薪年假
4、消防员1人
要求：专科以上学历、五险一金、餐补、

绩效奖金、带薪年假、持有消防资格证
5、水暖电工2人
要求：高中以上学历、五险一金、餐补、

绩效奖金、带薪年假、有水暖、电工上岗证
6、平面设计1人
要求：2 年工作经验、专科以上学历、

五险一金、餐补、绩效奖金、带薪年假、熟练
使用绘图软件等

7、综合服务岗4人
要求：专科以上学历、五险一金、餐补、

绩效奖金、带薪年假、2年从事大型超市收
银、客服工作经验

8、招商运营专员4人
要求：专科以上学历、2 年工作经验、

五险一金、餐补、绩效奖金、带薪年假、具有
较强沟通组织协调能力

9、代收款会计1人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2年财务工作经

验、五险一金、餐补、绩效奖金、带薪年假、
有水暖、电工上岗证

联系电话：13804383744

松原绿地宝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1、市场专员1人
要求：35 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经

验丰富可放宽条件，五险一金，免费提
供午餐

2、销售顾问5人
要 求 ：36 岁 以 内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

经验丰富可放宽条件，五险一金，免费
提供午餐

联系电话：0438-2217087
15543334307

松原市宁江区至善至美养生堂
招聘岗位:店长3人、顾问3人、美容招

生20人、美容师5人
要求：有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13904381519

扶余市松涛汽车大全商店
招聘岗位: 销售人员1人
要求：有工作经验
联系电话：18343860081

扶余百姓网
招聘岗位:编辑客服5人
工作内容：咨询
联系电话：13894944443

吉林乾安天伦燃气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城镇燃气供热工程技术人

员1人、运行工2人
工作内容：会CAD制图
联系电话：18804489010

松原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招聘岗位: 银行保安50人
认真细致、爱岗敬业、有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158348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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