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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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融合（贵阳）科技有限公司

1、客服顾问 /专员可招收寒假工：18-35岁，中专以上学历。

待遇：基本工资 1600 元 + 提成（按照接话量）+ 餐补 220+ 住

房补贴 100+ 早晚班补贴； 转正后平均薪酬可达到 3000-5000

元左右，如个人喜欢挑战不怕辛苦，白领薪酬，双休

2、招聘专员：女，20-30岁，大专以上学历，双休。

待遇：月薪 1600-5000 元，双休，试用期 1-6 月，试用期工资

3000元

3、行政专员：女，20-30岁，大专以上学历。

待遇：月薪 1600-5000 元五险，生日会，不定期团建活动，各种

补贴，双休，试用期 1-6月。

联系电话：18786738563(杨经理）、13368516993（郭经理）

地址：贵阳花溪孟关大数据产业园

贵阳天地通联通讯信息有限公司

1、客服人员（不限):18-40 岁，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无专业限

制。 待遇：月薪 2500-5000元。

2、客服班长（2-5人）：18-40岁，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无专业

限制。

待遇：月薪 2500-4000元。

3、培训老师（1-2人）：18-40岁，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无专业

限制。

待遇：月薪 2800—5000�元。

4、市场专员：3 人，18-40 岁，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无专业限

制。

待遇：月薪 3000—5000元。

联系人：18685478390（陈万春）、18984023561（刘韵熙）

地址：清镇市职教城（东区）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博远楼 3楼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月休六天客服专员:50名,16周岁及以上,中专及以上。

待遇：月薪 3500元以上，提供免费住宿和员工餐，宿舍有空调、

洗衣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全部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

交五险一金等。

2、前端工程师：2名，22周岁及以上，大专及以上。

待遇：月薪 5000-15000元，提供住宿和员工餐，宿舍有空调、洗

衣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交五险一金等。

3、net后台开发人：2名，22周岁及以上，本科及以上。

待遇：月薪 5000-15000 元提供住宿和员工餐，宿舍有空调、洗

衣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交五险一金等。

4、Java开发工程师：2名 ，22周岁及以上，本科及以上。

待遇：月薪 5000-15000 元提供住宿和员工餐，宿舍有空调、洗

衣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交五险一金等。

5、项目主管：1，22周岁及以上，本科及以上。

待遇：月薪 6000-9000元提供住宿和员工餐，宿舍有空调、洗衣

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交五险一金等。

6、产品助理：2名，22周岁及以上，本科及以上。

待遇：月薪 5000-15000元，提供住宿和员工餐，宿舍有空调、洗

衣机、无线网、床、私人柜子等；交五险一金等。

联系电话：17385836360（方老师）、18111946069�（莫老师 ）

贵阳华唐大数据及服务外包产

业 发 展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呼叫座席：大专学历，适应倒班及接受夜班。

待遇：月薪 3000-6000元，入职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五险。

地址：贵阳市经开区西南环路口（复烤厂旁）贵阳大数据示范

基地

联系人：潘女士

联系电话：88561015、88561018�、15185576367��

北京众信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 10086客服:18-35岁，高中、中专、技校及以上学历。

待遇：月薪 2000-5000元过节费 +旅游奖励 +优秀员工奖励 +

提供住宿，试用期月薪 3000元。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8382063716

地址：金阳新区新会展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客户经理:100 人， 大专以上学历 （半年以上工作经验优

先）。 待遇： 本科 34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绩提成， 大专

28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绩提成、本科实习生 120 元 / 天，

专科实习生 100 元 / 天，福利：带薪培训 + 提供住宿 + 激励方

案 +周末双休 +节假日福利 +每年体检。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8285147862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窦官产业园区

简历投递邮箱：1136065082@qq.com

中华财险华南（贵阳）电销中心

1、车险电销专员：中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金融、保险、经

济、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 待遇：新入司员工无责任底薪

2230元，（基本工资 +勤工奖 +餐补 +交通 + 五险一金）+ 绩

效工资 + 其他，平均薪资 4000-7000 元 / 月；培训期可享受 50

元 /天培训津贴。

2、储备团队管理人才：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保险、经济、营

销、电子商务等专业优先，应届毕业生优先。 待遇：新入司员工

无责任底薪 2230 元，（基本工资 + 勤工奖 + 餐补 + 交通 + 五

险一金）+绩效工资 +其他，平均薪资 4000-7000元 /月；培训

期可享受 50元 /天培训津贴。

联系方式：程老师 联系电话：18984380803�

邮箱：chengchuan002@cic.cn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图书售前客服：18岁以上，中专以上学历。

待遇：月薪 1600元以上（无责底薪 +全勤 +绩效 +包宿）。

2、客服员工：18岁以上，打字速度在 35字 /分以上。

待遇：月薪 1600元以上。

3、图书售前组员工：18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

待遇：月薪 1600元以上。

4、图书售后组员工：18 岁以上，(纯粹的客服岗位，不带有任何

销售性质，提供住宿）；打字速度在 60字 /分以上。

待遇：月薪 2500-4300元，五险一金、包住、年底双薪、节假日福

利、员工活动、员工体检等。 联系电话：0851-8226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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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