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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免费费发发布布1100期期招招聘聘信信息息

本报聊城3月9日讯(记者
刘云菲) 今年1月起，本报与市
人才服务中心联合启动开设招
聘专版，许多企业已经招到了心
仪的人才。此刻，正是用工旺季，
人才招聘专版依然为企业提供
最实惠的回报，急着用人的企业
可要抓紧定制位置喽！只要订阅

一份全年的《齐鲁晚报》，就可免
费刊登10期招聘信息，在这个招
聘旺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优惠
的呢！

人才招聘专版是本报与市人
才服务中心联合启动。凡是刊登的
企业都是通过市人才服务中心审
核的优质正规企业，广大求职者

大可放心。人才招聘版面每周刊
发一次，想找好工作的求职者就
来看这里，一定能找到满意的工
作。

人才招聘版面是本市唯一
一家专业的招聘版面，为了积极
搭建用工平台，为聊城的就业创
业工作添砖加瓦，招聘版面为广

大用工企业提供最具实惠的活
动。用人单位可以订阅全年《齐
鲁晚报》的方式参与刊登。订阅
一份《齐鲁晚报》，赠送10期招聘
信息；订阅两份《齐鲁晚报》，赠
送20期招聘信息，订的越多发布
的越多。同时，招聘专版与聊城
人才网、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微

信平台链接。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微信平台及网络同步发布该
招聘信息，扩大宣传面，为就业
搭建广泛平台。
咨询人：刘女士
电话：18663007011

地址：东昌东路66号人才大厦二
楼聊城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部分企业招聘信息一览
聊城金帝集团

专业生产轴承保持器,因企业
扩大规模，长期招聘中高层管理、技
术人员及一线员工，诚邀人才加入！
联系人：张经理 13656380077

孙女士 18865210013

孙先生 18865218787

聊城市振兴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现向社会招聘销售员30名。底薪
加提成制，工资上不封顶。一经录用，
待遇优厚。外地人员每月带薪休假，
可免费提供食宿，报销往返路费。
公司地址：聊城市光岳路北段江北
汽车城院内
电话：18263531115（姚经理）

聊城伟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易通顺达文化交流中心 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聊城先锋汽车公司

聊城创业大学 聊城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日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东昌府区红斌手机器材经营部

冠县哈冠轴承有限公司

诚聘：国际贸易、英语专业精英。
(内贸：4名 外贸：6名)凡录取者均
有得到出差和出国锻炼的机会。国外
客户经常来我公司参观考察洽谈业
务，可以与国外客户交流锻炼。
电话：8211995（陈海燕）

18706355181

地址：新东方龙湾小区10号楼1124

诚聘：国际贸易、英语专业精英。
本公司在广交会上有固定展位，经常
出国参展，凡录取者均有出差和出国
锻炼机会。国外客户经常来参观考
察，洽谈业务，与国外客户交流。
电话：8383559（张亚男）

13563529498

地址：新东方国际B座9层392室

老师、助教:本科及以上学历，应
届毕业生，经济类、管理类专业优
先；底薪2000+课时费。
电话：15266870518

邮箱：15266870518@163 .com

地址：聊城市开发区东昌路与黄山
路交汇处创业大厦A2901室

销售顾问10名、售后前台接待
6名、客服专员2名、钣金技师4名、喷
漆技师4名、汽修技师10名、市场经
理2名、备件经理2名、售后经理2名、
销售经理2名。
电话：5089922、18006352621

地址：聊城经济开发区东昌东路与
新东外环交汇处向北200米路西

装配钳工、操作工、喷塑工、经济护
卫、仓库管理员数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纺织工程、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建
筑设计、结构设计、机械工程师数人。
电话：2999506、15106833058

地址：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中华路北首路西
18号

业务员数名、业务主管数名、
话务员数名、业务员、业务主管周
薪600—1500元、话务员1500-2500
元(月薪)提供宿舍、应届毕业生、退
伍军人预先
电话：8424440

地址：东昌西路与青年林路交叉口

教师：4名(专、兼职均可)英语、
物理、数学、中文、化学教师优先。
电话：18265591837(刘老师)

地址：柳园北路水城华府19号楼1单
元1021室

质检员1名、销售人员数名、外
贸业务员数名、万能铣1名、电焊工
2名，工资面议。
电话：15166529337 （郑老师）
地址：开发区辽河路291号，可乘坐
345路、K10路公交车到泰山路口下
车。

销售顾问10名、卡车维修、钣金
工10名、总裁秘书1名、会计出纳2
名、金融专员1名
电话：8536818、13375618999、
15963180262

地址：聊大医院路口向南1公里路东

世通公司

ISO9001 TS16949 ISO22000
QS许可证工业许可证等品牌推广
(中国著名品牌等)版权注册省著名
和驰名商标申请香港公司注册等业
务。诚聘：电子商务专员数名,待遇优
厚,详情面谈。
电话：0635-8202556
18678528582 (程经理)

山东聊城亿诺瑞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PHP、NET程序员2名；网站美工、
DIV+CSS前端设计2名；电商销售；手
游开发人员C++、Unity3D程序、原画、
动作、特效各4名以上职位要求均为一
年以上工作经验，薪资较高。
电话：2931567

地址：聊城市开发区中华路当代财
智大厦1901室

更多人才招聘信息，市民可登录http://www.lc-rc.com/关注。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提供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整理

康力电梯

康力电梯，诚聘销售人员，22-45
岁，男女不限，沟通、协调能力强，培
训上岗，销售聊城及山东周边地区，
有相关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
面议。
电话：8380488、13516355088。

山东天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东昌建材集团旗下子公司山东
天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诚聘聊城地
区各县区(高唐、阳谷、莘县、冠县、
茌平、临清)业务经理各一名，薪资：
底薪+提成，业绩出色者公司交纳五
险一金。
电话：18769555689。

聊城百利来园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恒昌财富 吉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办公室主任、厂房营销专
员、信贷业务员、稽核业务员、资金
运行专员、主管会计、银行会计、成
本会计、现金会计、路桥总工程师、
经营计划部长等职位。
联系人：张主任
电话：0635-8515988、18706350519
地址：开发区庐山路9号百利来集团

公司现面向社会诚招管理人
才及业务精英！业务精英、团队经
理、营业部经理。以上岗位均缴纳
五险一金，双休，上班时间：早九
点，晚六点。中间1.5个小时休息。
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8228007、7070568
地址：东昌府区柳园路新东方广场5楼

公司在山东省市场招聘以下人才：
市场运行总监、市场部长5名、培训部长1
名。
联系人：董总
电话：15192130888
地址：聊城市建设路香江汽车站交运中
心四楼

大山教育聊城分校

招聘：分校校长2名、英语教师5
名、作文教师3名、数学教师2名、市
场主管2名、咨询师2名。
电话：8438222、13969558945
地址：东昌西路134号(凤凰台东临三
楼)

聊城广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现广纳贤才：销售顾问、服
务顾问、维修技师及综合岗位，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形象好，气质佳，有
汽车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亦可。
电话：13375605222
地址：开发区泰山路与滦河路十字
路口东南角

山东聊城天诺商贸有限公司 点滴教育 东君乳业

业务经理2名、业务销售人员20
名、会计2名、办公文秘1名、电子商务2
名。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满综合考核
合格者，正式录用并签订劳动合同。
联系人：房经理
联系电话：13465768999
地址：山东聊城开发区华山南路聊
大花园临街楼A1号

招聘：课程/招生顾问10人、教
务老师10人、市场专员6人、全职教
师20人
电话：0635-5166046
面试地址：国际商务港16楼(百大三
联西邻)

聊城办事处招聘：奶站站长4名、办
事处文员5名、保管5名、人事专员2名、促
销员、送奶员某干。年龄22-40周岁，男女
不限，有经验着优先。
联系人：李贵源
电话：13370956688
地址：育红小学西邻

启晟商贸公司

招聘内容：启晟商贸公司高薪
诚聘合作者(底薪1800元+高额提成+
奖金+福利=月薪过万)有电话营销
经验者优先录用。
电话：15266807780、0635-8207611
地址：东昌路与柳园路交叉口新东
方国际A座21楼

聊城三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现诚聘：内贸网络销售员2名，
外贸网络营销员4名，主要从事电子
商务，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客户。
联系人：赵经理
电话：8260033、15063530003
地址：聊城市湖南路西安交大科技
园36号楼302室

庄典漆驻聊城办事处 山东泽地萃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万邦家居有限公司

业务员5名，底薪加提成，差旅
费，食宿费报销。每月两天带薪休
假。营业员2名，室内外设计师5名。

庄典漆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地址：香江市场二期西经三街85号
电话：15553277778、13346227978

现招聘：销售代表：30名、销售
经理：5名、客服：2名
联系电话：18365707070、13561218369
地址：聊城市开发区汇通大厦、开
发区创业大厦、香江二期TOTO光
合屋

高薪诚聘店面销售10名，设计师
(可接收应届生)6名，市场专员10名，

底薪+提成+奖金，女士包住
地址：聊城东昌府区振兴西路10号楼
(振兴路与卫育路交叉口向东500米
路南)万邦橱柜衣柜
电话：15615078365

邯郸市邯山诺拓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招聘：山东聊城区域销售经理2
人。有从事相关工作1年以上的经
验、有团队合作精神、有责任心、可
以经常出差。薪资待遇：面议。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8731028657
地址：聊城市建设东路舜和家园13
号楼3单元501室

北京景阳装饰公司聊城分公司

本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招聘一下
人员。室内设计师：数名(要求有一
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谈单)工资
面议。实习设计师：数名。电话：
5081966、15166565188
地址：聊城市开发区御润财富城
DS604、景阳装饰公司

本报聊城 3月 9日讯 (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耿爱国

荣宁 ) 今年人才市场上半年
有2 6场招聘会。如果预定展位
的企业需要提前办理手续。

自3月15日开始，还剩下13

场招聘会，具体为：3月1 5日、3

月22日、3月29日、4月12日、4月
19日、4月26日、5月10日、5月17

日、5月24日、5月31日、6月7日、

6月1 4日、6月2 8日。招聘手续：
凭招聘单位有效组织机构代码
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身
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招聘内容加盖公

章，提前三天办理入场招聘手
续，招聘会当天不予办理。应聘
手续：应聘人员携带相关有效
证件 (毕业证、身份证及其它有
效 证 件 ) 。聊城市人才市场网

址：www.lc-rc .com。联系电话：
8215199、8223101。地址：东昌东
路6 6号人才大厦二楼。招聘会
具 体 时 间 安 排 详 情 可 登 录
www.lc-rc.com。

相关新闻链接>> 今年人才市场上半年有26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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