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榆 阳 区 企 业 岗 位 人 员 需 求 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岗位

用工
数量

招聘对象 招聘条件 福利待遇 联系人及电话

1
榆阳区名人风
采策划有限公

司

设计师 3 高校毕业生

1、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设计经验，且有一定的设计理念，符
合客户需求；2、熟悉掌握各类设计软件，掌握一定的资源下载图
库；3、善于沟通，理解能力强，能够快速领会客户需求意图，具有
一定的策划能力；4、爱岗敬业，能吃苦，肯加班，工作效率高，虚

心学习；5、会驾驶者优先。

4000元以上  每周6天8小时制，设计师根据业务
需要加班，有一定加班补助。

周经理
15596573553

业务经理 2 高校毕业生

1、大专及以上学历，能独立完成所辖区域内的经销商、终端与团购
客户的开发与维护工作2、负责管理及跟进公司的经销商，维护好现
有的稳定客户群3、能够独立进行业务谈判并签订合同4、销售回款：
完成所辖区域的销售回款任务指标5、协助并参与公司各种推广活动6

、能够完成公司规定的最低销售任务7、熟练驾驶车辆者优先。

3500元以上

项目专员 1 高校毕业生
1、大专及以上学历，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自动化软件，学习能力较

强；2、写作能力较强，文案功底较强；3、熟悉榆林市文化产业项目
信息，有编写标书，项目经验的人员优先考虑。

3500元以上

微信运营专员 1 高校毕业生
1、大专及以上学历，要求掌握微信公众号、微店的编辑与运营2、熟

练应用办公自动化3、喜爱摄影者优先4、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3500元以上

2
榆阳区水点食
品有限公司

操作工 3

男女不限，55周岁以下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3800元/月
张经理

13991070022
网络销售 2 底薪1800元/月+提成
销售主管 1 2000元/月+提成
配送员 3 3000元/月

3
陕西神韵影业

有限公司

总经理 1 女士优先
1、新闻传播学、广告学等专业学历；2、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
具备一定的广告营销知识、良好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6000-8000元

贺经理  
09123537180  
13571231963

文案策划 1 男女不限

1、新闻传播学、广告学等专业学历；2、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
具备一定广告营销知识，一定的对广告的审美观及评判能力；4、良
好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具备团队思维；5、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6、掌握一定的美术设计、制作技能。

2500-3500元

客户经理 2 男女不限 18-35岁，形象良好，表达思路清晰、无不良嗜好。 4000-6000元

摄影总监 1 限男性

1、新闻传播学、广告学等专业学历；2、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
具备一定广告营销知识及一定的对广告的审美观及评判能力 ；4、良
好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具备团队思维；5、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6、掌握一定的美术设计、制作技能。

4000-6000元

影视相关专业实习生 2 男女不限

1、新闻传播学、广告学等专业学历；2、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
具备一定广告营销知识，一定的对广告的审美观及评判能力；4、良
好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具备团队思维；5、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6、掌握一定的美术设计、制作技能。

实习期1-2个月，实习期满1800元以上/月

4
榆林北方工业

职业学校

语文教师 2

本科及以上学历，男女不
限

开学即上岗，要求热爱教育事业，有教育情怀者优先考虑，每周双
休，包吃包住

3000-5000元，管吃管住，每周双休
惠老师   

13991060527

数学教师 2

英语教师 2

文史类专业教师 2

机电专业教师 2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 2

5
榆阳区满嘴香
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生产工人 6 男女不限 手法灵活，有责任心 月薪2000元以上
班经理 

15291268189



6
兖州煤业榆林
能化有限公司

消防战斗员 10
限男性

能吃苦，责任心强，有较强团队协作能力
4000元/月

白队长 
18392225022消防车驾驶员 10 需持有B级或以上驾驶证

保安员 30 限男性 能吃苦，责任心强 3500-4000元，每月休假4天
晏队长  

13484442643

7
榆林市老闫家
食品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 1 限男性
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C级或以上驾照，形象良好，有较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责任心强
2800元/月

王经理  
15509106787

8
榆林市榆阳区
学习酒业有限

公司

业务及业务经理 5 男女不限

1、学历不限，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者优先；2、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
先；3、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
具有亲和力；4、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

意识；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慕总 13689221110    
王总 18091240666

库管 3 男女不限
1、高中及以上学历，物流仓储类相关专业；2、1年以上相关领域实
际业务操作经验，有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3、熟悉仓库进出货操作
流程，具备物资保管专业知识和技能；4、熟悉电脑办公软件操作。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司机 5 男女不限
1、拥有C1 及以上驾驶证，驾驶技术可靠；2、有责任心，服从领导

安排；3、能吃苦耐劳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9
榆林市鸿浩货
物配送有限公

司

业务及业务经理 5 男女不限

1、学历不限，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者优先；2、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
先；3、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
具有亲和力；4、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

意识；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库管 3 男女不限
1、高中及以上学历，物流仓储类相关专业；2、1年以上相关领域实
际业务操作经验，有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3、熟悉仓库进出货操作
流程，具备物资保管专业知识和技能；4、熟悉电脑办公软件操作。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司机 5 男女不限
1、拥有C1 及以上驾驶证，驾驶技术可靠；2、有责任心，服从领导

安排；3、能吃苦耐劳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10
陕西鸿浩大叔
油脂有限公司

业务及业务经理 5 男女不限

1、学历不限，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者优先；2、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
先；3、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
具有亲和力；4、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户服务

意识；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库管 3 男女不限
1、高中及以上学历，物流仓储类相关专业；2、1年以上相关领域实
际业务操作经验，有工作经历者优先考虑；3、熟悉仓库进出货操作
流程，具备物资保管专业知识和技能；4、熟悉电脑办公软件操作。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司机 5 男女不限
1、拥有C1 及以上驾驶证，驾驶技术可靠；2、有责任心，服从领导

安排；3、能吃苦耐劳
底薪（2000-3000）+提成+话费补助+全勤+值班

补助，司机管吃住

11
陕西榆林亿成
人力资源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宣传员 2 女性
1、性格热情活泼，善于沟通，懂得宣传营销技巧；2、爱好网络、新

媒体、表演、宣传工作；3、形象好、气质佳、普通话标准
1、朝九晚五 ，周末双休
2、底薪2000-4000元/月

赵晓  
13309129493

操作工 20 男性，年龄18-53周岁
文化程度初中以上，无不良记录1、按企业生产需要，从事生产辅助
性工作；2、监护设备运行，处理岗位卫生；3、溶液配制和厂内机械

操作及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

1、试用期1个月3000元/月，转正后3800-6000元
/月

2、工作长期稳定，工资每月按时发放，员工关
系和睦

3、入职时安排7天左右的入场教育培训，上岗后
购买意外保险4、有每月四天休假（上班算加

班）、享有交通补贴、节假日补贴、工龄补贴、
降温补贴、取暖补贴等其他福利待遇。

仪表工 10 男性
1、有电气专业特殊工种操作证，有中级工或以上等级证书；2、5年

以上电气运行或电气检修工作经验

1、工资3500-6000元/月2、根据项目部所在地的
规定享受防暑降温费3、提供免费食宿（标准为
每人每天30元）4、提供与工作相关的劳保保护5
、缴纳5项社会保险和公积金6、每天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5天，员工加、值班首先要安排调
休，不能安排调休的按基本工资支付加班费



11
陕西榆林亿成
人力资源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班长 5 男性 25-40岁 有一年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1、底薪4000元/月，管食宿

2、交五险，单休，月固定加班工资750元

赵晓  
13309129493

基层储备干部 10 男女不限 25-35周岁
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无不良记录2、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办公软件，良好的沟通能力3、认真负责、
具有敬业精神，能良好地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4、有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合作精神；

1、试用期1个月3000元/月，转正后3500-5500元
/月。2、 提供免费住宿（提供床上用品），食
堂免费就餐（提供餐具）3、 宿舍3-5人/间，有
公共淋浴，提供洗衣机 ；4、 公司提供劳保服
装及劳动防护用品、工作满一年不扣费；5、 工
作长期稳定，工资每月按时发放，员工关系和

睦，
6、 中石化改制企业，业务涉及多省，具有良好
的发展空间。7、 一年左右考察期满，确定为管
理人员后购买五险。8、 面试录用后享有每月四
天休假（上班算加班）、每年享有交通费补贴，
节假日补贴、工龄补贴、降温补贴、取暖补贴等

12
榆林市国贸购
物有限责任公

司

楼层经理 3 40岁以下，男女均可 大专及以上学历，性格开朗 3500元/月

张经理  
17709126732

超市收银员 3 45岁以下 做事认真、工作仔细、品貌端正 1800元/月
客服 2 45岁以下 做事认真、工作仔细、品貌端正 2000元/月

超市保洁 1 45岁以下 做事认真、工作仔细、品貌端正 1800元/月
防损队长 2 45岁以下 做事认真、工作仔细、品貌端正 3000元/月
防损员 2 45岁以下 做事认真、工作仔细、品貌端正 2800元/月

品牌导购 不限 男女不限 形象气质良好、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2000-3000元 全勤+3%-7%的提成

13
陕西兰海锦泰
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2 男女不限 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小区、厂矿区物业管理工作经验。 工资4000-8000元/月

贺经理： 
18691250028
0912-3888632

招投标专员 2 男 大专及以上学历，有本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工资3000-5000元/月

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

综合文员 2 男女不限 大专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文字功底扎实。
工资3000元/月

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
会计 1 男女不限 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会计岗位工作经验。 工资4000元/月，管吃住

银行保洁员 3 女，年龄50周岁以内 身体健康，认真、勤快 1800元/月
银行门卫 2 男，年龄59周岁以内 身体健康，认真、勤快。 1800元/月

银行餐厅服务员 1 女，年龄30岁左右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认真、勤快。 工资2000元/月，双休

银行保安员 2 男，年龄40岁以内， 身体健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工资2000元/月，缴纳五项社会保险，

7小时行政班。

14
陕西唯海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1 30-40周岁

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或相关专业，有从业资格证； 
2、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执行力强，团队管理能力
强；3、具有会计实务操作能力、能独立完成全盘账务处理；4、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和财务金蝶软件系统操作。

月薪5000元以上

陈经理  
19991090823

行政经理 1 28-35周岁

1、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管理经验者优先；2、熟练使用各类办公
软件，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亲和力，性格积极向上； 3、
工作细致、敬业、执行力强、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4、踏实勤
恳，有行政、协调公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相

关专业。

月薪4200元以上

销售经理 3 28-35周岁
 1、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2、具备较强的语言组
织能力，亲和力强； 3、工作责任心强；4、有营销管理经验者优先

。

4200-7000元/月

保安队长 3 男女不限

1、高中以上学历，退伍军人优先；  2、1-2年以上保安队长工作经
验； 3、具备安全管理知识；4、能根据上级要求完成岗位工作，工
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反映敏捷，有处理紧

急情况的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500-5000元/月

商务文员 3 男女不限
 1、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功底； 2、会做标书，熟悉
掌握办公软件操作，熟练使用PhotoShop; 3、性格开朗、善于沟通、

学习能力强，自带正能量的优秀人员，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月薪2700元以上



14
陕西唯海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顾问 10 男女不限
1、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敏捷，性格开朗，热爱商务及销售
工作；  2、为人正直，吃苦耐劳，敢于挑战自己; 3、能很快熟悉产

品特征、属性和服务宗旨； 4、有服务及销售经验者优先。
2500-7000元/月

陈经理  
19991090823

保安员 30 18-50周岁
1、身高168以上； 2、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3、无犯罪记录，无不
良嗜好； 4、具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工作认真，服从管理； 5、持有

保安员上岗证、退伍军人的应聘者优先录用。
2300-4000元/月

陈经理  
19991090823

15
榆林“好婆姨
”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经理 2 男女不限 大专及本科以上 3000+业绩+提成+奖金

李女士  
15929053073  
0912-3536386

销售人员 20 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能吃苦耐劳 2500+业绩+提成+奖金
技术工人 2 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能吃苦耐劳 3500+业绩奖励
普通工人 5 男女不限 高中及大专 2000—2500含业绩+奖励
行政总经理 1 男女不限 本科，有行政管理能力，较好的沟通能力。 3500-5000+业绩
行政文员 1 男女不限 大专及本科，有行政管理能力，较好的沟通能力。 2500-3200

商务互联网  设计 1 男女不限 大专及本科，形象佳，会做文案，有经验优先 2000-3000
商务互联网  网络销

售
1 男女不限 大专及本科 2000-3000

16
榆林市亿永丰
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库房管理员 2 大专以上 吃苦耐劳，计算机办公软件熟练 3000-4000元/月
朱经理

18992200588
车辆售后前台接待 2 大专以上 对车辆有所了解，计算机办公软件熟练，吃苦耐劳 3000-4000元/月
车辆售后服务顾问 2 大专以上 对车辆有所了解，计算机办公软件熟练，吃苦耐劳 3000-4000元/月

17
安馨缘月子中

心
产后康复理疗师 5 不限 有爱心，有责任心，能吃苦

3000-10000元/月
任经理  

17791241413护士 5 护士相关专业毕业 有爱心，有责任心，能吃苦，单休，公司可提供培训

18
榆林巾帼依诺
家政服务中心

育儿嫂 50 女，55周岁以内 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单休，公司可提供培训 3500-5000元/月
雷经理  

15029380788
月嫂 20 女，50周岁以内 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 4000-10000元/月，4天休假

养老护理员 20 男女不限，55周岁以内 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 2500-4500元/月，单休
办公室文员 1 25-30周岁，大专学历 2500-4000元，行政班单休，交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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