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 岗位所需专业
岗位所需

人数
教育顾问 管理类 5
教育代表 市场营销类 5
学校代表 不限 10
储备干部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2
销售代表 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10
市场营销 7
文案老师 5
行政专员 2
家装顾问 无 30
设计师助理 无 10
平面企划专员 无 1
网络营销 无 5
护士 护理 50
康复治疗师 康复治疗技术 10
药房 中药学 5
检验师 医学检验技术 5
设备维修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2
资料员 建筑工程 2
招生主管 市场营销 5
办公文员 计算机 1
电开专员 不限 20人
置业顾问 不限 10人
教学助理 不限专业 2
学习顾问 市场营销专业 8
会计 财务专业 1
行政客服 电子商务 2
新媒体运营 电子商务、汉语言文学 1
中医学 中医学 15
康复治疗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10
针灸推拿学 针灸推拿学 10
中药学 中药学 8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 8
医学信息管理 医学信息管理 5
设计师 室内设计 20
设计师助理 室内设计 20
家装顾问 市场营销 10
网络客服 电子商务 10
见习经理 不限 2
见习校长 英语 2
教育顾问 不限 10
储备主管 不限 10
英语老师 英语 5
内勤客服 财务相关专业 2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河南英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豫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河南北大盛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淮阳县中医院

湖北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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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北京博思创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百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97

郑州龙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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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会计电算化 2
文案 文秘 2
教育顾问 不限 8
储备干部 不限 6
储备主管 不限 10人
分析师 3人
讲师 3人
客户经理 20人
家装顾问 不限 40
材料销售 不限 5
网络销售 不限 5
家装设计师 室内设计 10
家居设计师 室内设计 5
设计师助理 艺术设计 20
客服 不限 2
行政 不限 2
人事 不限 2
销售代表 不限 10
网络销售 不限 6
客服 不限 12
文员 大专 2
储备干部 工商/人力资源 3
销售代表 市销/电子商务 10
客服专员 不限 8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专业 2
网页设计 计算机/电商 2
销售助理 不限 10
客服专员 不限 15
文员 不限 2
大客户代表 不限 20
住院医师 临床医学 20
护士/护理 护理 25
药房 药学 2
检验 医学检验 2
影像 医学影像 2

储备干部
市场营销、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相关专业。

8

销售精英
市场营销、经济贸易、工
商管理相关专业。

10

美容导师 护理学、临床医学、市场
营销相关专业

15

管理培训生
工商管理、管理学、市场
营销类相关专业

10

商务经理 管理学优先 8

313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06

河南筑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郑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封通许广济精神病医院

河南卉祥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香港标准金融有限公司

郑州乐豪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启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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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 人力资源，文秘专业优先 2

储备店长 不限 20人
储备陈列师 营销类、设计类、管理类 10人
储备培训师 营销类、管理类 10人
储备商品员 营销类、设计类、管理类 10人

商务助理（售前）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
商务助理（售后）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0
合同执行专员 电气 10
招投标专员 自动化 10
行政外联 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 3

317 中国人寿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客服代表 无限制 20
班主任/辅导员 旅游管理 10
班主任/辅导员 酒店管理 15
班主任/辅导员 不限 30
市场人员 不限 10
php开发专员 计算机专业 2

319 河南仟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储备管理（客户经理/管家）专业不限 30人
销售顾问 不限 50
客服代表 不限 50
人事行政 不限 3
实习生 不限 50
招商投资顾问 不限 50
办公文员 5
助教 5
市场工作人员 10
市场储备主管 10
实习生 不限 30
网络销售 不限 20
投资顾问 不限 15
招商顾问 不限 10
客户经理 不限 5

321

322

313

314

315

316

318

320

河南太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新东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裕汇隆鑫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中知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深之亿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卉祥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巨木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世尧兄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篮球专业

设计类

相关专业优先

相关专业优先

相关专业优先

10

2

5

10

2

教练员

电脑
图文
设计
网络
编辑

服务老师

招生老师

招聘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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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 不限 5
销售经理 市场营销、计算机 20
车险内勤 市场营销、计算机 5
电话营销 市场营销、计算机 5
实习生 不限 30
网络销售 不限 20
招商顾问 不限 10
储备干部 不限 5
投资顾问 不限 15
客户经理 不限 5
篮球教练 不限 20人
羽毛球教练 不限 20人
课程推广老师 不限 30人
储备干部 不限 30人
销售专员 不限 10
销售代表 不限 5
销售顾问 不限 6
招商专员 不限 4
销售客服 不限 3
行政助理 不限 2
人事助理 不限 2
销售主管 不限 3
销售经理 不限 2
销售精英 不限 10
会计顾问 财务、会计 10
实习会计 财务、会计 5
外账会计 财务、会计、经济 1
电销专员 市场营销 5
行政助理 人力资源管理 1
Java工程师/实习生计算机 7
H5/Android 计算机 5
大数据/网络安全 计算机 3
校园代理 计算机 1
会计 会计、金融 2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 2
客服 不限 1
储备干部 不限 3
销售专员 市场营销优先 5
外汇分析师 不限 5
操盘手 不限 5
销售主管 不限 3
业务实行生 不限 10
人事助理 不限 1

327

328

329

330

322

323

324

325

326

百享（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深之亿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汇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亨奥企业管理资源有限公司

河南可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零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考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深之亿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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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销售顾问 不限 20
家居设计师 设计类专业 5
业务拓展 不限 10
营销中心 不限 2
储备干部 不限 45
财务会计 财务类 5
信息专员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 5
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管理类 5
品质专员 物流、市场营销类 5
运营数据分析员 数学 5
储备干部 工商管理/金融、证券/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10
房产销售精英 工商管理/金融、证券/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30
金融销售精英 工商管理/金融、证券/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30
权证专员 工商管理/金融、证券/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2
银行按揭专员 工商管理/金融、证券/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5
人事专员 不限 2
招商专员 不限 5
招商助理 不限 3
会计 会计专业 1
出纳 会计专业 1
业务实习生 不限 20
储备干部 不限 10
行政人事 不限 2
设计师助理 艺术类 10
家装顾问 艺术类 25
网络销售 信息工程系 5

337 可信大药房 营业员 药学相关专业 10
商品专员 不限 2
陈列专员 艺术类优先 2
培训专员 不限 2
人事专员 不限 2
天猫运营 不限 1
储备店长 不限 20
总部管培生 不限 10
人事行政 不限 2
网络营销 不限 8
市场营销 不限 6
储备干部 不限 4
客服专员 不限 5
跟单文员 不限 5

340 河南省盈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资料员 工程造价 15
市场推广专员 不限 20
培训讲师 不限 5

北京环球中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339

河南团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41

333

334

335

336

郑州鸣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361°河南分公司)338

331

332

河南鼎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楷元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宇鑫物流有限公司

郑州郑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河南盈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正道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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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文员 不限 2
客服代表 不限 2
中药学 中药炮制 3
中药学 中药检验 3
钢琴调律师 钢琴调律 10
乐器销售 艺术系 5
音乐教师 艺术系 10
教务管理 不限 5

344 青岛圣联达实业有限公司 操作工 不限 300
345 河南天佑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 护理 护理学 30

银豹软件销售 不限 6
爱客CRM销售 不限 3
客服 不限 2
营销助理 文秘、企业管理或其它专业等等1
外贸销售 电气自动化、数控技术 2
技工 电气自动化、数控技术 10
销售精英 电子商务 30
业务经理 电子商务 5
储备主管 电子商务 5
人事经理 人力资源 2

349 河南璟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销售 不限 30
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 8
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 4
储备干部 企业供应链管理 2
行政/人事助理 行政/人力资源管理 2
会计助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 2
仓库管理员 物流管理/工业管理 2
外贸专员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商务助理 商务英语 2
分公司职业经理人企业管理 1
管理培训生 不限 6
在校实习生 不限 5

351 河南寻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不限 6
会计 会计电算化 2
城市经理 不限专业 10
康复治疗 康复治疗技术 30
护理 护理学 20

冰美人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352

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353

河南丽声乐器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易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特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琪翎轩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伊莱沙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43

346

347

348

350

河南团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341

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