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生集团总部
●人力资源总监
职位描述：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制定人力资源规

划，优化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负责人才队伍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5年
以上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工资待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白山

●总监助理（行政）
职位描述：履行对外、对内协调及综合管理职能；

负责指导、管理、监督公共事务工作及行政部门人员
的业务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5年
以上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工资待遇：年收入13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人力资源部长
职位描述：负责本部门日常业务工作，编制本部

门年、季、月人力资源工作计划，负责对人才招聘、选
拔、培训、培养等工作，统筹人力资源六大模块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3年
以上大中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熟悉人力资源相关
法律法规。

工资待遇：年收入9-12万元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白山

●人力资源主管
职位描述：负责公司招聘、培训、绩效管理、员工

关系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人

力资源、管理类专业，两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熟悉
相关法律法规。

工资待遇：年收入8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白山

●财务总监
职位描述：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相关财务政策及制

度，保证企业合法经营，负责财务计划、融资计划及日
常监督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持
有中级以上职称，有5年以上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
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白山

●财务部长
职位描述：公司财务预决算、核算，会计监督和财

务管理工作，监督执行财务计划，完成公司财务目标。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持

有中级以上职称，有3年以上大中型企业同岗位工作
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白山

●主管会计
职位描述：核算、审核工作，并对财务情况进行分

析与预测，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履行财务监督职能。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

中级职称或3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4-6万元
工作地点：四平、白山（各2名）

●信息总监
职位描述：挖掘企业信息资源、制定企业信息化

战略、为企业信息化合理布局、评估信息化对企业的
价值。负责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整合，完成信息系
统的选型实施。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5年
以上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系统工程师
职位描述：制定企业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为企

业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化解决方案；组织、协调信息
部门人员完成相应岗位工作，解决各部门工作中需协
助的技术问题。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计
算机相关专业，3年以上企业信息主管经验或ERP项
目实施管理工作经验；熟悉用友NC财务系统或金力
ERP系统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8-10万元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法务助理
职位描述：负责合同审查，法务咨询及诉讼等法

律事务。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法律

专业，熟悉公司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事务，能修改法
律文书，熟悉公司内部日常的法务工作，熟悉经济案
件办理流程，有相关工作经验及律师证件者优先录
用。

工资待遇：年收入4-6万元
工作地点：四平（2名）

华生交电集团公司
●电器连锁店店长
职位描述：全面负责店内的行政、人事、财务、品

牌维护及经营管理等综合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善

于团队建设与维护，有5年以上大型家电卖场管理工
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15-20万元
工作地点：华生电器各连锁店（各1名）

●电器连锁店副店长
职位描述：负责店内全面业务管理工作，完成计

划指标，协助店长做好店内经营管理等综合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善

于团队建设与维护，有3年以上大中型家电/百货卖场
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10-15万元
工作地点：华生电器各连锁店（各2名）

●行政部长
职位描述：负责公司日常行政事务管理，熟悉行

政、文秘、文件等相关日常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有相

关从业资格证书、3年以上行政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12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1名）

●总经理助理
职位描述：协助总经理处理各项日常工作，负责

总经理办公服务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具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有家电行业销售
经验及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8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2名）

●人事经理
职位描述：熟悉人力资源六大模块工作，能够独

立完成门店人力资源管理等日常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熟

悉人力资源相关法律法规，有相关从业资格证书、3年
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岗位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6-8万元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吉林、延吉、双辽、蛟河、

乌兰浩特（各1名）

●人事助理
职位描述：协助领导做好公司招聘、培训、薪酬、

绩效、员工关系等日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熟

悉人力资源相关法律法规，人力资源、管理类专业，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5-7万元
工作地点：华生电器各连锁店（各1名）

●宣传助理：
职位描述：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做好企业文化

报稿件的审核、上报以及公司活动、会议相关资料的
整理和保管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有
良好的写作能力，新闻相关专业或有报社工作经验者
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2名）

●营销中心部长助理
职位描述：熟练掌握商品线相关业务流程及商品知

识，协助部门领导完成部门工作任务及各项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具

有良好的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有家电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5名）

●招商经理（百货）
职位描述：负责百货品牌调整、品牌引进及商场

经营业态评估和调整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6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2名）

●部门经理（连锁店）
职位描述：负责本部门商品的销售、服务、人员、

环境等综合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具

有良好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有2年以上家电行业
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6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公主岭、蛟河、延吉、吉林、乌兰浩特

（各2名）

●部门经理助理（连锁店）
职位描述：负责协助部门经理完成本部门商品的

销售、服务、人员、环境等综合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具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有1年以上家电

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4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华生电器各连锁店（各3名）

●行政助理
职位描述：熟练掌握行政、文秘、文件等相关工

作；负责日常行政、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有

从业资格证书或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3-5万元
工作地点：公主岭、伊通、乌兰浩特（各1名）

●会计
职位描述：负责财务核算、审核工作，履行财务监

督职能。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有

中级职称、大型商场核算会计及房地产相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5-8万元
工作地点：公主岭、四平（各4名）

●电脑技术员
职位描述：精通电脑的组装、维修、维护等工作，

负责电脑装机及上门维修。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男，高中以上学历，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3-5万元
工作地点：伊通、乌兰浩特、延吉（各2名）

●手机、家电维修技师
职位描述：负责手机、家电的售后维修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男，精通各种家电产

品的维修，有从业资格证书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3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伊通、蛟河、乌兰浩特、延吉、桦甸、吉

林、双辽（各5名）

●营业员
职位描述：负责卖场日常销售工作，为顾客提供

产品知识、功能、价格等方面的咨询，通过引导达成销
售，并及时反馈相关数据及顾客信息、意见。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男身高1.70米、女
1.60米以上，善于沟通交流、热爱销售行业、品貌端正
及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4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华生电器各连锁店（各15名）

华生热力集团公司
●总经理
职位描述：制定和实施公司经营方略与年度计

划，负责人、财、物等资源的协调与监督管理，进行供
热生产技术管理及生产运行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8年以上供热管理
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学历，供暖工程相关专业。

工资待遇：年收入2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副总经理（技术）
职位描述：组织编制中、长期供热技术发展规划，

负责公司全面供热技术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供

暖相关专业，3年以上大中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白山（1名）

●总经理助理
职位描述：协助总经理制定和实施公司经营方略

与年度计划，协助总经理进行供热生产技术管理及生
产运行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供
暖工程相关专业，8年以上供热管理及硫化床锅炉管
理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白山（1名）

●供热管理所所长
职位描述：负责基层供热管理所的生产、经营、服

务、安全等工作的组织管理。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4年

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白山（2名）

●生产部部长
职位描述：组织实施年度生产工作计划，负责公

司整体水、电、热、煤成本指标的分析、调控。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暖

通等相关专业，4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白山（1名）

●人事助理
职位描述：协助领导做好公司招聘、培训、薪酬、

绩效、劳动关系等日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熟悉

人力资源相关法律法规，人力资源专业或管理类专业，
有相关工作经验、持有人力资源管理师证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3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白山（3名）

●会计
职位描述：负责财务核算、审核工作，负责往来账

目核对及问题处理，负责财务资料的整理、保管、存档
工作，履行财务监督职能。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有中
级会计师证、有相关工作经验及文字功底良好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3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5名）、白山（2名）

●土建技术员
职位描述：供热管网施工现场质量、安全、进度管

理；各换热站新建、维修工作的检查指导及有关工程
预决算的审核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
相关工作经验及土建工程师证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4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仪表技术员
职位描述：负责制订、实施供热自控系统安装方

案，自控系统安装工程的预（决）算，仪表检验、调试、
巡检工作，自控柜的程序调试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仪
表自动化专业，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华生燃气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技术）
职位描述：负责用户开发、工程质检和燃气技术

方面等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燃气工程相关专

业、大专以上学历，7年以上燃气管理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分公司经理（副总工程师）
职位描述：负责燃气工程设计及生产运行技术支

持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燃

气工程相关专业，5年以上燃气管理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梨树、双辽、伊通（各1名）

●营业所所长
职位描述：负责所内日常管理工作，传达、落实公

司各项决议，组织制订、实施维修计划，安全生产、优
质服务工作，固定资产、设备的管理。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燃
气工程相关专业，5年以上燃气管理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9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2名）

●人事助理
职位描述：协助领导做好公司招聘、培训、薪酬、

绩效、劳动关系等日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熟

悉人力资源相关法律法规，人力资源专业或管理类专业，
有相关工作经验、持有人力资源管理师证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3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2名）、伊通（1名）

●技术员
职位描述：负责燃气设施户内、外安装等工程的

技术指导、质检验收等相关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有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4-5万元
工作地点：四平、伊通（6名）

●工程预决算审核员
职位描述：施工询价、工程决算；审核参建方施工

过程中因工程量变更产生的各种费用 ；审核新建、改
建及大、中修工程项目的工程投标报价及项目竣工验
收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岁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土
建工程相关专业，有预决算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4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出纳员
职位描述：负责办理款项的收付及备用金借条的

清理，保管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空白支票和收
据，办理银行贷款本息偿还手续，办理银行开户，贷款
卡的保管和年审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
工资待遇：年收入3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梨树（1名）

华生矿业集团公司
●选矿工程师
职位描述：负责矿业公司相关技术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具备相关专业知

识，大专以上学历，对铁矿熟知，地质、采矿、选矿等地

质矿业相关专业，具备工程师职称，有相关行业同岗
位5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2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需驻外工作（1名）

华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职位描述：具有清晰的地产项目开发思路，熟悉

前期项目定位、设计规划及设计结构优化、施工管理
等各项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具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5年以上房地产开发企业高管工
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3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职位描述：熟悉各项施工工艺和技术标准，熟知

国家有关技术政策及上级技术管理制度，对项目技术
和工程工作进行全面负责与指导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土
木工程相关专业，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5年以上房屋
建筑施工及技术管理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2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工程部长
职位描述：熟悉设计、施工管理程序及规范掌握

施工验收；熟悉施工全过程，具有较强的现场管理和
协调能力。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土木
工程管理相关专业，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5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房地产企业工程管理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12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土建工程师
职位描述：施工现场质量、安全、进度管理；监督、

检查、验收等相关工作；技术指导等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工

程管理、工民建、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5年以上土建
相关领域施工工作经验，具有土建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证书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预决算工程师
职位表述：负责工程预算、招标、合同、设计变更、

签证、结算等成本管理工作；对工程成本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跟踪工程管理系统，监管各项目动态成本。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工
程造价等相关专业；3年以上房地产企业造价管理经
验，精通现行工程定额和清单计价规则；熟悉房地产
开发运营管理流程，能独立担任工程招投标、工程结
算及成本数据统计分析工作；持预算工程师资格证书
者优先。

工资待遇：年收入12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电气工程师
职位描述：提供技术及项目支持；按新开发的设

备、电子图纸、施工现场管理，参与现场联动调试。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建

筑电气相关专业；3年以上建筑行业、电气施工管理
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8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水暖工程师
职位描述：负责对使用者提供必要的相关培训及

技术指导等工作；给排水、暖通施工现场管理指导工
作，负责供热数据的统计、分析、汇总及技术资料存档
等工作。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建
筑水暖相关专业；3年以上建筑行业、水暖施工管理
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8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行政部长
职位描述：熟悉行政、文秘、文件等相关管理性工

作；负责日常行政、档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工
作，持有相关从业资格证书及有房地产拆迁工作经验
者优先。

职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3-5
年行政管理工作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8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公主岭（各1名）

华生小额贷款公司
●总经理
职位描述：全面负责信贷业务的市场拓展、运转。
职位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具备相关专业知

识，有5年以上银行信贷管理相关岗位经验。
工资待遇：年收入20万元以上
工作地点：四平（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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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集团
华生集团是吉林省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总部

坐落在松辽平原腹地，吉林省东南部，素有“东方马德
里”之称的英雄城——四平市。

集团始创于1985年，从单一的经销电饭锅配件、单品
种代理的小商铺，发展成为今天集电器批发、电器连锁、百
货经销、热力、燃气、管道工程设计安装、房地产开发、建筑
材料生产、生物制药、物流运输、林业、农业、矿业、制造业、
IT业、广告业等多元化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集团企业。商

业经营面积达40万平方米，房地产拟开发土地面积42万
平方米，现有资产36亿元，拥有员工8600余人。

集团旗下拥有华生交电集团公司、四平热力有限公司、
白山华生热力有限公司、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四
平华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30余家企业，现面向社会招
聘各类人才，诚邀各位有识之士加盟华生，共创辉煌！

以下岗位一经录用，享受华生集团优厚待遇：五险
一金；免费午餐、免费工装、免费体检、学历津贴、职称津

贴，为符合条件人员提供免费食宿；子女上大学享受奖
学金8000-12000元；集团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
机会（竞聘、轮岗、在职培训、脱产送读等）；享受节假日、
年终福利。

报名须知：应聘者报名时需携带一寸照片一张，毕业证、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已婚者携带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2月28日。
华生集团网址：http://www.huashenggroup.cn

华生集团总部（四平）
咨询电话：0434-3225659
联系人：居主管、刘助理
华生交电集团总部（公主岭）
咨询电话：0434-6265388
联系人：周主管、赵助理
【吉林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2-62881077 联系人：于助理
【四平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4-3235455 联系人：郝助理
【公主岭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4-6866020 联系人：刘助理

【白山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9-3280561 联系人：刘助理
【松原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8-2179179 联系人：李助理
【辽源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7-3222085
联系人：郭助理 、韩助理
【四平欧亚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4-5079966 联系人：田助理
【梨树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4-5257799 联系人：许助理
【伊通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4-4282777
联系人：孟助理、张助理
【双辽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4-7293999 联系人：于助理
【桦甸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2-66236602 联系人：庞助理
【公主岭华生百货商城】
咨询电话：0434-6201003 联系人：陈助理
【蛟河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2-67050907联系人：姜助理
【乌兰浩特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82-8525070 联系人：张助理

【延吉华生电器】
咨询电话：0433-4307007 联系人：孙助理

热力集团公司

四平热力咨询电话：0434-3220585

联系人：郭主管、张助理

白山热力咨询电话：0439-3594521

联系人：程助理、何助理、

华生燃气集团公司（四平）

咨询电话：0434-3231030

联系人：董主管、赵助理

【工程分公司】
咨询电话：0434-3200701 联系人：曹助理
【梨树分公司】
咨询电话：0434-5230119 联系人：韩助理
【双辽分公司】
咨询电话：0434-7245083 联系人：白助理
【伊通分公司】
咨询电话：0434-3231030 联系人：赵助理
华生矿业集团公司、华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生小额贷款公司
咨询电话：0434-3225659
联系人：居主管 、刘助理

游子常思故乡事，绿叶总怀母土情。
四方漂泊的游子们，家乡的亲人时刻期盼着你们，

故土的未来渴望你们用辛勤的双手建设——华生集团，
更渴望与你们欢聚一堂，牵手叙乡情，把盏话桑梓，齐心
谋大业，协力促发展。由衷的希望家乡人加盟华生，与
我们同操一口乡音、共叙一种乡情、共圆一场乡梦。

诚聘
HUASHENG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