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县 2020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招聘公司简介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 月 8 日，注册资本 41 亿元。公司以打造"国际品牌"为战略目标，经过二十年的创新发展，

现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集汽车整车、动力总成和关键零部件的研发、试制、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自主品牌汽车制造企业，以及中国最大

的乘用车出口企业。

公司已具备年产 90 万辆整车、90 万台套发动机及 80 万台变速箱的生产能力，建立了 A00、A0、A、B、SUV 五大乘用车产品平台，

上市产品覆盖十一大系列共二十一款车型。奇瑞以"安全、节能、环保"为产品发展目标，先后通过 ISO9001、德国莱茵公司 ISO/TS16949

等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2017 年，奇瑞累计销量突破 670 万辆，连续 9 年蝉联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年度销量第一位；产品远销 80 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

出口已超过 130 万辆，并连续 15 年成为中国最大的乘用车出口企业。

奇瑞汽车鄂尔多斯分公司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之一，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开工建设，注册资本 200 亿，

经过七年的建设已成为鄂尔多斯市“结构转型、创新强市”的重点示范性产业基地，已建设成为集整车生产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

动力总成、员工住宅区为一体的产业完整、功能完备的汽车工业基地。从 2012 年正式投产到 2018 年底公司已累计生产汽车超 40 万台，

目前已形成年产能力为 8万台/年。



公司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瑞虎大街 9号

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招聘岗位汇总表）

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中集集团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因集装箱生产发展需要,常年招收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工、喷漆工、装配工、打砂工。

联系地址：扬州通扬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从扬州城区乘 68 路公交车至六圩乡站台下车向西 20 米即到，施桥镇六圩社区办公楼内 88 号)

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招聘岗位汇总表）

中集集团扬州通利冷藏集装箱有限公司

中集集团扬州通利冷藏集装箱有限公司现因生产发展需要,大量诚招以下工种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能服从管理,吃苦耐劳,初中以

上文化,求职者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报名录用.

联系地址:扬州通扬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招聘岗位汇总表）



中国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蒙西分公司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文简称“中国中车”，英文简称缩写“CRRC”）是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由中国北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对等原则合并组建的 A+H 股上市公司。现有 46 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员工 17 万余人。总部

设在北京。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电产品事业部坐落于湖南省株洲市动力谷。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5.17 亿元， 2015 年销售规模

已达 105 亿。为进一步扩展公司风电叶片产业，于 2019 年在鄂尔多斯设立新基地蒙西分公司，现面向社会及学校诚聘以下英才：

简历投递邮箱：282080079@qq.com

应聘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新兴重工工业园内，办公楼 207 室（人力资源办公室）。

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招聘岗位汇总表）

内蒙古金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金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注册成立，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是一家集环保节能炉灶与环保

节能锅炉研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示范企业。

地 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公园大街 9号



邮 箱： mkem799@dingtalk.com

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招聘岗位汇总表）

内蒙古易暖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 易暖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集环保节能炉及清洁燃料的研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项目总投资为 6.5 亿元。因公司销售旺季，客户订单增多，生产任务重。

单位地址：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

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招聘岗位汇总表）



佳县 2020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招聘岗位汇总表

序号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 人数 工作岗位要求 综合薪资 福利待遇 应聘所需材料 联系电话

1

奇瑞汽

车股份有

限公司鄂

尔多斯分

公司

技术工人（由

公司统一分

配在整车及

零部件等生

产部门，从事

生产一线工

作。）

1.性别：男性

2.年龄：18 周岁-30 周岁

3.学历：初中以上学历；

4.专业：不限

5.体质要求：身体健康无残疾、无犯

罪历史、无传染性疾病、无未拆取的

钢板、缝合线、心脏病、高血压、腰

间盘突出等不适宜长时间站立的病

史；

6.素质要求：能够吃苦耐劳、遵守公

司规章制度、服从公司安排、有上进

心、进取心和团队意识，

7.有维修电工、维修钳工、叉车工、

起重工、模修钳工、电焊工等工厂工

综合工资：月度应发工资约

3000-6000 元，每月 15 日发放

（节假日另行通知）；

1、保险：公司为员工购

买五险，试用期满转正员

工购买五险一金

2、工作时间：根据公司

生产安排，每天 8至 12

小时；

3、用餐：公司提供 18 元

/工作日的伙食补助，工

作日延长加班单次达 3小

时，再发放 10 元/工作日

加班餐补（餐卡余额可购

买超市商品）；

4、住宿：公司为外地员

1、个人简历或信

息登记表；

2、毕业证及复印

件 1 份；

本人有效身份证

及正反面清晰复

印件 2份；

联系电话：

0477-3156882

陈先生：

15547753286

刘女士：

18147893152

王女士：

15804812030



作经验的人员可优先录用。 工提供员工宿舍（免费，

90 平米 6 人间、24 小时

热水、独立卫生间）；

5、交通：公司为员工上

下班提供便捷的免费交

通车服务；

6、劳保：公司提供冬夏

两季工衣各两套

7、其他福利：员工生日

发放蛋糕礼券、节假日发

放慰问品、转正后根据工

作年限拥有7.5折-8.5折

购车优惠；

8、文体：公司及部门工

会、团委会定期组织足球

联赛、篮球联赛、歌咏大

赛等各类文体活动以及

外出旅游、聚餐、联欢等

集体活动；

9、专业培训：公司为员

工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并

可以提供国家承认资质

的技能鉴定，优秀员工可

以赴日本斯巴鲁学习一

年，公司承担培训费用。

特殊工种（维

修电工、维修

钳工、叉车

工、起重工、

模修钳工、电

焊工）



2

扬州润

扬物流装

备有限公

司

焊工、喷漆

工、装配工、

打砂工

要求身体健康，服从管理，吃苦耐劳，

初中以上文化，男性，年龄 20—40

周岁。

熟练焊工可直接上岗工作的，综

合月工资 6500---8000 元左右，

技能不熟练人员，公司对其进行

技能培训；可招收学徒工，公司

可带薪培训。

熟练喷漆工、装配工、打砂工可

直接上岗工作的，综合月工资

6000---7000 元左右；可招收学

徒工，公司可带薪培训。

每月 15 日发放工资，公

司为上班员工免费提供

午餐、副餐，免费洗工作

服、洗澡，每周休息一天。

上班员工每天补贴交通

住宿费 4 元，需住宿人员

可以安排员工宿舍，住宿

费每人每天三元，在当月

工资中扣除。体检费、路

费上岗满两个月报销，并

按国家规定给员工缴纳

社会统酬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有综合年终奖和统

一年休假。扬州市内员工

上下班公司有专车接送。

求职者必须携带

本人身份证报名

0514-87582462

王主管

13852735835

3
扬州通利

冷藏集装

二氧化碳气

体保护焊工
30 名 男女不限、18-45 周岁 6000-7000 元/月

聘用人员经面试/考试/

体检合格后分批上

0514-87582462

余



箱有限公

司

岗,(扬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体检表)

以上员工公司为其缴纳

国家规定的社会统筹保

险(养老/医疗/工伤/失

业/生育)和住房公积金.

每月 15日发放工资,试用

期为 2个月,但工资无试

用期,公司免费提供午餐

/副餐/洗澡/洗工作服/

每周休息一天,有综合年

终奖和统一年休假。

主管

1500527887
喷漆工/打砂

工
20 名 男、18-45 周岁 5500-7000 元/月

装配工/普工 30 名 男、18-45 周岁 5000-6000 元/月

打胶工/贴标

工
10 名 男女不限、18-45 周岁 5000-6000 元/月

水电安装工 20 名 男、18-45 周岁 5000-6000 元/月

数控操作工 10 名 男、18-45 周岁 5000-6500 元/月

4

中国中车

—株洲时

代新材料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蒙西分公

司

车间生产操

作工
80 人

男性优先，18 岁-45 岁优先。小学或

初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无皮肤过

敏史，能适应倒班，组织纪律强，能

完全服从分配。有相关经验优先

工作内容：风力发电叶片的成型制

造。按照生产部部门下达的生产任务

及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公司事业部

4000-8000 元/月

缴纳五险，公司有定期体

检、年底双薪、高温费、

防寒费、春游等福利。

公司提供食宿：

员工凭餐卡就餐（伙食标

准：三菜一汤，配备水果

或牛奶。）；

15873308080 微

信同号（龙先生）

叉车工 10 人 3500-5000 元/月



的产品成型任务。全程对生产产品进

行自检，保证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合

格率。

员工宿舍配备网络、暖

气、洗衣机、员工活动室、

24 小时热水（8 人一间）

5

内蒙古金

土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电焊工 20 人
50 周岁以下

工作经验:3 年以上
8000 元+/月

包吃包住
何部长

18647791986

设备安装维

护技术员
2人

学历:中专及以上 专业:机械类 年

龄:25-40

工作经验:2 年以上

6000 元/月

操作工 10 人

学历:高中及以上 专业:机械类 年

龄:25-40

工作经验:2 年以上

5500 元/月

普工 10 人
学历:不限 专业:不限 年龄:25-50

工作经验:不限
5000 元/月

叉车工 2 人
学历:不限 专业:不限 年龄:25-50

工作经验:不限
6000 元/月

售后客户经

理
10 人

学历:中专及以上 专业:不限

年龄:20-35

工作经验:不限

4500 元/月+业务提成

6

内蒙古易

暖科技有

限公司

激光切割工 4 人

4000-8000 元/月

生产任务饱满，待遇丰

厚。

统一缴纳五险， 免费

提供住宿，有往返东胜通

勤车

15547770744
折弯工 4 人

铆工 4 人



焊工 6 人

装配工 6 人

喷漆工 4 人

车铣钻工 4 人

打压工 4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