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 9月，大多数应届毕业生都已

走上工作岗位，但仍有部分大学毕业生

仍在求职的路上。有些找到工作的毕业

生，转变为职场新人后，各种问题接踵

而来， 于是刚干没多久就想换工作，贵

阳市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建议，职场新

人“挑”工作，眼光应放长远一点。

这名负责人表示，新人入职往往是

新鲜与迷茫并存， 好奇与兴奋俱在，当

手头的工作与当初的职业期待存有差

距时，走与留只在一念之间，这将给自

己和单位造成一定影响。应届毕业生张

岚在 4 月份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

作。在一个公司做内勤，工作很轻松，都

是一些上传下达的活儿， 偶尔写点文

字，布置个会场，也不是难事，这样的工

作让她觉得有点荒废学业，3000 元左

右的工资着实不算高，眼见身边的朋友

都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更是让她萌

生去意。 于是她私下参加了几场面试，

结果都不成功。

这名负责人说，其实，第一份工作

的好坏，适不适合你，需要时间来检验，

请给公司一点时间， 也给自己一点时

间。 从目前实际情况分析：职场新人在

判断第一份工作的好坏很容易犯两个

毛病。要么拿自己曾经的实习经历作对

比，认为实习期间干得好的，类似的第

一份工作就干得好， 实习期间干不好

的，类似的第一份工作就干不好；或是

轻易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判断第一

份工作的好坏。 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自

己不感兴趣的工作，有时是因为自己不

了解而误解了它， 一旦深入工作中，找

到乐趣，原先不感兴趣的工作，也可能

非常适合你。所以在挑选工作时一定要

拥有长远眼光，从长远角度考虑。 而且

重新找工作，与校园招聘不一样，要进

入社会招聘， 工作经验是一个要件，应

静下心来工作一段时间，如果觉得实在

不适合自己，再跳槽不不迟。

李玲 本报记者 段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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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资讯

临近国庆节长假，餐饮行业和酒店

对厨师、服务员、接待员等人才需求急

剧增加。

贵阳市人力资源网站数据显示，省

内某大型酒店需招聘从总监到服务员

等 10 多个职位共计 120 人，从前厅部、

客房部、餐饮部、厨房、财务部与人力成

本部等均需要增加人手。低端岗位对学

历要求也极低，月薪约在 2200-3500 元

之间，对于中高端的管理人才一般要求

求职人员有餐饮酒店管理人员需要有

2-3 年的酒店管理经验，个别特殊岗位

需求职者人员具有良好英语口语表达

能力。

刘乾燕 本报记者 段筠

临近国庆长假 餐饮酒店很缺人

记者走访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现场招聘发现，临近国庆节，餐饮行业进入旺季，人才需求量

越来越大，进入招聘会揽才的餐饮企业越来越多，有的公司一个岗位就需要几百人。

食品加工企业 急招 200名员工

近日，记者走访贵阳市人力资源市

场都司路 100号二楼夹层招聘现场，采

访到市内某食品有限公司招聘夏经理，

夏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一家集生

产、科研、销售为一体的肉食类生产企

业，旗下有多个知名品牌。近日，由于公

司规模扩展， 对生产性工人需求量较

大， 仅生产车间串肉员工就急需 200

名， 不限学历， 不要工作经验， 年龄

18-45 岁之间，只要身体健康，能吃苦

就行。 实行计件工资， 保底月薪 2200

元，月薪范围在 2400-4500元之间。

餐饮酒店 各类人才“通吃”

贵阳市第 21 届“爽爽贵阳

聚英才” 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

会将于 9 月 15 日下午在贵州丽

豪大饭店举行，据主办方贵阳市

人才服务中心介绍，目前各项准

备工作已经就绪， 只待各类管

理、技术人才前来参会洽谈。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参会招

聘的 15 家用人单位提供年薪

10 万元的岗位达到 145 个，拟

招聘各类管理、技术类人才 294

人，招聘的岗位既有传统的制造

业、房地产业、商业管理和文化

旅游行业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营销总监、法务总监、

技术总工、人力资源经理等管理

岗位，也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兴行业的互联网产品经理、

Java 工程师、Android 工程师、Ios

开发工程师等热招职位，可选面

较宽，目前已经预收各类求职人

才简历 350余份，经承办方贵州

HR 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初步审

查后已经通过电话、邮件邀约相

关人才参会洽谈。 据悉，贵阳某

单位提供的营销、融资、策划管

理岗位已吸引了业内不少中高

级职业经理人的关注，届时将会

前来交流洽谈。

本届高洽会将继续采用预

先验证、现场封闭、单独洽谈模

式， 保证供需交流双方高对应、

高层次、高保密洽谈，建议符合

要求的各类人才前往参会时一

定要携带好个人简历和相关资

质证书。

此外，贵阳市人才服务中心

表示，广大用人单位现在可以报

名参与第 22届、23届高洽会。

本报记者

职场建议

职场新人“挑”工作 眼光应长远

高端人才 快去参加高洽会

9月 15日下午在贵州丽豪大饭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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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是吉利控股集

团为支持中西部发展与战略需要而兴建的整车制

造基地, 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将成为吉利控股集团新能

源汽车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公司坐落于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现代制造

业产业园， 工厂占地面积 1000 余亩， 按照一次规

划、一次实施的原则进行建设。 拟建成冲压、焊装、

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为主体的完备汽车整车生产线

及小涂装、动力站、油化库、试车道路、成品车停放

场、综合库房等相关的配套设施，计划生产新能源

“甲醇” 汽车、CV平台传统动力及纯电动 MPV 汽

车，2017 年年底产品顺利下线， 逐渐形成 30 万辆

整车生产规模。

二、招聘要求：

（1）熟练掌握本岗位技能要求，符合岗位任职条

件；

（2）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组织及问题分析处

理能力；

（3）认同吉利企业文化

三、报名方式：

请登录贵阳人力资源网 （网址：www.gyrc.cn）"

吉利汽车网上报名 "入口报名。

备注：表格中标注红色字体岗位是目前紧急岗位，如有意向者请及时投递个人简历。

A类岗 B 类岗 C 类岗 设备类特殊技能岗位

钣金工、返修工、特种

焊工、 喷漆工、 调试

工、叉车工、质量检验

类（整车总检岗、检测

线操作工、路试等）

行车工、点焊工、打磨

工、 抛光工、 细密封

工、 装配工 （重要工

序，）

线尾操作、简易焊接、

擦净工、粗密封工、装

配工、数据录入等

维修电工、维修钳工、

模修工、 工装维护岗

（夹具维护类） 高配

电工、 锅楼房操作工

等

职能类 物流 / 设备动力 四大工艺 技术 / 质量部

保卫、成本会计、预算

会计、税务会计、总帐

会计、招聘专员等

生产调度、生产计划、

物料计划、 体系工程

师、包装管理、物料计

划、物流规划及调度、

动能管理等

班组长、工段长、设备

管理、工艺技术、设备

维修、安全管理、质量

管理、体系管理、质量

检验、生产统计、生产

调度、统计岗等

内外饰技术、 车身技

术、整车技术、底盘技

术、动力技术、电气技

术、线束技术、体系管

理、整车检验、产品工

艺、质量工程师、班组

长等

一、岗位需求明细:

招 聘 简 章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始建于 1986 年，1997 年进

入汽车行业，多年来专注实业，专注技术创新和人才

培养，取得了快速发展。 现资产总值超过千亿元，连

续四年进入世界 500 强， 连续九年进入中国汽车行

业十强，是国家“创新型企业” 和“国家汽车整车出

口基地企业” 。 吉利汽车集团现有院士 3名、外国专

家数百名，在册博士 80 余名、硕士 1300 余名、高级

工程师及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数百名；8 人入选国

家“千人计划” ，成为拥有“千人计划” 高端人才最

多的民营企业。

贵阳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是吉利集团下属子

公司。 贵阳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项目总投资 50亿。公司位于白云区云环东路 123

号，占地 200亩。 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5TD发动机零

部件 40 万台（套）的生产能力，供吉利汽车及沃尔

沃整车搭载。

公司秉承“快乐人生，吉利相伴“的核心价值

理念，以先进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和细微的服务，为

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品牌的崛起，为实现“造每个人

的精品车” 的美好愿景而拼搏奋斗，为实现吉利汽

车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宏伟蓝图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为您提供：丰厚的待遇 + 良好的职业发展平

台 + 五险一金 + 餐补 + 住房补贴 + 话补 + 定期体

检、节日福利、员工生日会、员工购车优惠等。

岗位一：人力资源类

培训与发展主管 /专员 2名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经济管理、企业

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优先；

2、 本科 5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研究生 3年以

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3、熟练运用 Office 等常用计算机办公软件，优秀的

文档编写能力和 PPT制作能力；

4、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较强的抗压能力。

人力资源合伙伙伴（HRBP）1名 男性

1、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有猎头工作

背景者优先；

2、具备优秀的职业素养，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工

作积极主动。

绩效薪酬岗 1名

1、3年及以上企业薪酬相关工作经验； 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力资源管理、统计学相关专业

2、熟悉与薪酬相关的法律知识

3、熟悉 excel�\word�\PPT�等办公软件及相关函数公

式

人力资源规划岗（COE）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经济管理、企业

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优先；

2、本科 3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研究生 2 年以

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3、熟练运用 Office 等常用计算机办公软件，优秀的

文档编写能力和 PPT制作能力；

4、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较强的抗压能力。

岗位二：行政综合管理类

接待岗（英语）1名 女性

大学本科学历，165 以上，形象气质佳，善于沟

通，英文熟练，具备一定礼仪知识。

商务岗（采购方向）1名

25岁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

后勤管理 3名

1、大专及以上学历，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男性；

2、三年行政后勤相关工作经验，有 1000 人以上外

资、五星酒店或世界五百强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3、有强烈的责任心及服务意识，乐于奉献。

档案管理 1名

1、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档案专业；

2、一年以上档案管理工作经验；

3、熟练使用常用办公软件、具有良好的文字组织能

力、了解档案法律、法规知识。

岗位三、保卫 20名

1、身高 170cm及以上，视力正常

2、年龄 35岁以下

3、退伍军人及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以上所有岗位待遇面议，薪资具有市场竞争力

联系方式：

邮箱：ya.luo@geely.com

电话：0851-84614423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云环东路 123号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招聘简章

诚聘以下人员:

1、直销部副经理：2人，具有较强的责

任心，良好的沟通、管理能力；有食品

饮料行业相关从业经验优先；

待遇：面议

2、业务员：5人，勤奋好学、吃苦耐劳。

待遇：月薪 3000—5000元

3、送货员：2人。

待遇：月薪 3300元

联系人：尹先生

联系电话：18096095886

贵阳润康食品饮

料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