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14 日校园招

聘 

 

一、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湖北德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柯文霞 综合部经理 13871182853  

陈燕妤 人事专员 13871181870 xz_renshi@hbsyt.cn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前台文员_   _________人数___ 1 人  ___； 

2、拟招聘岗位汽车销售顾问人数___10-12 人__； 

3、拟招聘岗位市场专员__________人数___2 人  ___； 

4、拟招聘岗位行政人事助理人数___1 人_  ___； 

5、拟招聘岗位__精品专员_____________人数___1 人______； 

6、拟招聘岗位__客服专员_____________人数___1 人______； 

7、拟招聘岗位服务顾问助理/SA 助理人数___2-3 人______； 

8、拟招聘岗位机修小工/学徒人数___2-3 人______； 

9、拟招聘岗位保险专员人数___2-3 人______； 

 

五、企业简介： 

湖北德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隶属于湖南顺意通集团，主营上汽大众品牌。公司

注册资金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总占地面积 10000平方米。 

公司经营业务涉及：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零配件供应、信息反馈、二手车经营、代理

保险、代办汽车商检、上牌业务等领域。公司本着“学习、创新、超越”的经营理念，以“为

员工提供公平、竞争、发展的平台；为客户提供超越期望值的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回



报；为社会创造、贡献价值；矢志成为汽车服务领域的领跑者”为企业使命，全力投入到品

牌汽车的市场开拓、客户服务工作中、处处体现以客为尊的服务原则。 

因发展需要， 公司现将为您提供众多挑战性的职位，多渠道的发展空间，同行业较高

水平薪酬体制。如果您是热爱汽车行业、喜欢挑战、追求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的人，请加

入我们！ 

 

 

二、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武汉市创力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陈美玲 招聘经理 13545124008 2278608227@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销售顾问  _   __人数__20  __； 

2、拟招聘岗位_ 市场专员______  人数__2 ____； 

3、拟招聘岗位展厅前台____人数 _1_  __； 

4、拟招聘岗位__4S 售后服务顾问__人数___2___； 

5、拟招聘岗位__试乘试驾专员_人数___1____； 

6、拟招聘岗位__机修学徒_人数___3____； 

五、企业简介： 

武汉市创力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5 月 25 日，是一家集整车

销售、零配件销售、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于一体的品牌汽车 4S 店。公司位于武

汉市中环商贸城汽车市场内，现经营吉利、昌河两大品牌的汽车。 

自成立以来，武汉创力秉承用心服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满足客户个

性化的需要为己任，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从而赢得了广大的消费者得信赖和支持，

业务量一直稳步提升，员工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三、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武汉新铭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廖俊美 人事主管 15902770287 86988835@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销售顾问人数  30   ； 

2、拟招聘岗位前台接待人数   1   ； 

3、拟招聘岗位售后服务顾问人数   2   ； 

4、拟招聘岗位钣金学徒人数   2   ； 

5、拟招聘岗位油漆学徒人数   2   ； 

6、拟招聘岗位机修学徒人数  2   ； 

五、企业简介： 

武汉新铭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整车销售、零配件销售、汽车售后服

务为一体的标准 4S 店，公司位于武汉洪山区白沙洲大道烽火村江南烽火汽车交

易市场内，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精心服务、精细管理的理念，以满足客户个性化

需求为己任，精益求精的服务为宗旨，力争客户满意度第一，从而赢得广大消费

者的理解和信赖。 

 



四、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武汉汉之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汉

口北汽车大市场）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陈程 人事 13552228964 13552228964@163.com 

刘明 检测技术负责人 15972009983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 __机动车检测员______人数  20 人_； 

2、拟招聘岗位 __机动车年审客服__人数  20 人_； 

3、拟招聘岗位    ___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4、拟招聘岗位_____  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___________人数_________； 

 

五、企业简介： 

 

公司简介 

汉口北汽车大市场是武汉汉之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武汉市总体规划要求自

主投资兴建的湖北省规模最大、武汉市地理位置最优越、档次最高、功能最完善、

规划最合理的商用车专业汽车市场，也是武汉市黄陂区唯一一家符合规划要求的

汽车大市场。公司涉及市场管理、汽车销售及维修技术、汽车安全技术检测、汽

车安全技术检测、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物流仓储、物业管

理等多个行业。 

加入汉之泰你将拥有—— 



·   汽车检测线最专业的工作经验！规范的企业管理！ 

·   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设计以及优良的晋升空间！ 

·   受益终生的工作、处世技能以及免费培训的机会：入职培训、专业技能培训、

管理培训、素质提升、拓展培训… 

·   具有竞争力的薪资福利：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金+年度调薪+带薪年

假+餐饮补助+免费住宿+舒适高档的办公环境+国家法定福利！ 

 

联系人：陈女士 13552228964      

邮箱:    13552228964@163.com 

 

 

五、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武汉宏博瑞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刘靓 人事经理 13797097424 1241587721@qq.com 

张婧婧 人事专员 18627895929 362313709@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 4S 店销售代表人数   20   ； 

2、拟招聘岗位网络推广专员人数    5    ； 

3、拟招聘岗位 4S 店前台接待人数   5    ； 

4、拟招聘岗位人数______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___________人数_________； 

 

五、企业简介： 



武汉宏博瑞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武汉宏博瑞德宝沃汽车 4S店于 2017年 4月营业，座落于武昌白

沙洲大道华中动力车产业园，毗邻黄家湖大学城，占地 5300 多平方

米，是武汉及周边地区最大的宝沃销售和售后服务中心。作为宝沃在

华中地区的首家旗舰中心，武汉宏博瑞德宝沃汽车 4S店整合了超大

规模的豪华展厅，并同时拥有 15 个维修工位的宝沃服务维修中心。

武汉宏博瑞德宝沃汽车主要车型有 BX5、BX7、BX7 TS欧洲限量版、

BXi7。 

经宝沃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的授权，武汉宏博瑞德宝沃汽车 4S

店是集整车销售、零部件供应、维修服务和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综合

汽车服务企业。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代办保险、

新车入户、消费信贷、二手车置换、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美

容等专业服务。 

品牌简介 

BORGWARD Group AG 德国宝沃汽车集团是一家致力于为全

球中坚阶层提供突破豪华界限的智能产品及生态服务的德国汽车公

司。 

1919年天才汽车狂人卡尔·宝沃在德国不莱梅创建宝沃品牌,其以

革命性的技术、引领风潮的设计，全面的产品谱系、超过德国 60%

的出口份额，一度成为德国三大汽车生产制造商，是世界汽车工业奠

基人之一。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市，主要负责战略运营、资本运营、

知识产权运营、采购管理、智联/新能源、设计、工程测试、质量管

控等核心业务，并特别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

建立分公司。集团有来自全球 12个国家，16个汽车品牌，以及世界

顶级互联网公司的 2300多名的工程技术人员。 

宝沃品牌创立伊始，便将不莱梅的城市底蕴与“城堡守护者”的

家族精神融入其中。象征不莱梅精神的红、白相间的菱形 LOGO 闪

耀着城市的荣誉与辉煌，醒目的品牌创始人姓名镌刻在 LOGO 正中，

铭刻着家族的梦想。众所周知，宝沃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汽车品

牌之一，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多款经典车型也一直为行

业所称道，成就了德国汽车工业的传奇， BORGWARD（宝沃）终

将在国际车坛上重新赢得荣耀。 

诚然，我们的品牌发展任重道远，但宝沃有着坚实的基础、雄厚

的资金支持和清晰的发展愿景与战略。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品牌，

我们必将致力于通过领先的设计、卓越的质量以及可持续的创新科技，

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未来，基于“突破豪华界限的德国智能汽车品牌”的全新定位，我

们将秉持德国工业 4.0 理念，整合德国工程、德国设计、全球验证

等领域的优势资源，结合全球布局、本地化生产的市场战略，打造德

系高品质产品，创建智能化用车生活生态圈。并以可持续的创新科技

为投资人、经销商、合作伙伴打造一个坚定可信、代表未来趋势的商



业蓝图。与此同时，宝沃将不断推出基于纯正德国技术及制造工艺的

产品，让消费者近距离体验“触手可及的豪华”。 

 

 

六、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北京嘉配科技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郭莎莎 总监   

喻捷 人力行政经理 18627979299 yujie@jiaparts.com 

高媛 人力行政主管 18186225201 gaoyuan@jiaparts.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配件工程师培训生__人数__30__； 

 

五、企业简介： 

 

北京嘉配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汽车后市场而生，专注于为中国汽车后市场提供汽配信

息服务，致力于成为中国汽车后市场领先的信息、数据、平台服务提供商。 

 

一、企业介绍
 

北京嘉配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嘉配科技）于 2012 年成立，总部位于北京，并陆续在武



汉、济南、合肥成立了区域中心。公司创始人团队均是行业内大牛，主持设计过招商银行、

中国海关、首都机场等关键业务系统，拥有与美国主要汽车配件经销商多年合作经验；此外，

公司还聚集了一批在汽车、配件、软件、网络等领域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管理精英和专业技

术人才，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 90%，且在不断招募各地各校精英，集百家之所长。 

嘉配科技秉承双赢及强强联合的商业规则，5 年内整理出超过 1亿条配件专业数据，按照数

据标准化的系统性整理，将配件与适用车型精准匹配；现在已有上万家修理厂加入由你配平

台，且每月订单数增长迅速，不断刷新记录。依托嘉配科技优质的汽车后市场定制的电子商

务平台，汽配经销商们能够实现销售上的腾飞，并形成了辐射全国的态势！ 

 

 

二、招聘岗位及其要求
 

岗位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 

配件工程师 

培训生 

30 人 1、应届毕业生，男女不限 

2、汽车、机械类相关专业 

3、其它专业：要考察结构化思维习惯 

 

 基本素质要求：巨大发展潜力的培训生 

态度要求：打算依靠自己的奋斗，让自己过上小康以上生活，并能够反哺父母 

学习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有自学习惯、会找到自学资料、会自学 

街头智慧：快速理解对方的真正意思、迅速找出让对方舒服的解决方案、诚信正直 

情商要求：沟通能力、亲和力强、有耐心、抗压能力、团队意识 

 

三、
 
职业发展

 

我司会对培训生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培训合格的人员职业发展路径如下： 



 

四、福利待遇
 

项目 

薪酬 实习期

正式入职

年度效益奖金根据全年公司效益情况而定

保险福利 实习期

故最高赔付

正式入职

休息休假 按国家规定执行

其它福利 生日礼物

定期举行各种团队活动等

补充说明 公司在北京

求，可以向公司申请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喻经理联系电话：

简历投递邮箱：HR@jiaparts.com

简历标题格式：【培训生】姓名

 

 

七、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屈思雨 人事主任 

•管理晋升路径为

•专业晋升路径为
销售工程师

•管理晋升路径为

•专业晋升路径为
数据工程师

•晋升路径为

全国销售总监

客户专员

•修理厂及
其它机构就业

相关说明 

实习期：1500元/月-3000元/月 

正式入职：3500元/月-7000元/月（优秀的员工月均收入在

年度效益奖金根据全年公司效益情况而定 

实习期：公司统一购买意外保险（意外医疗最高赔付

故最高赔付 40万） 

正式入职：五险一金 

按国家规定执行，转正后还可以另外享受公司提供的带薪奖励假期

生日礼物、结婚津贴、生育津贴、住院慰问（含直系亲属住院慰问

定期举行各种团队活动等 

公司在北京、武汉、山东、济南均有基地，若员工有调整工作地区的需

可以向公司申请，公司会结合业务发展需求尽量满足员工意愿

：027-87677217-8008  18627979299 

HR@jiaparts.com 

姓名-性别-学校-专业 

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湖北东瑞汽车有限公司

职务 联系方式 

 18627979710 1648531844@qq.com

管理晋升路径为：业务员、主管、经理、业务总经理

专业晋升路径为：实习、初级、中级、高级、品类

管理晋升路径为：同上

专业晋升路径为：同上

晋升路径为：专员、组长、经理、区域负责人、

全国销售总监

修理厂及4S店的采购专员、配件厂业务员、经销商的业务员

 

优秀的员工月均收入在 1万元左右） 

意外医疗最高赔付 2万，意外伤残/身

转正后还可以另外享受公司提供的带薪奖励假期 

含直系亲属住院慰问）、不

若员工有调整工作地区的需

公司会结合业务发展需求尽量满足员工意愿 

湖北东瑞汽车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 

1648531844@qq.com 

业务总经理

品类/车系经理

、大区销售总监、

经销商的业务员



韩华勇 售后站长 18627979730  

周浩 销售经理 18607690336  

胡小敏 销售经理 13419567646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销售顾问人数___ 30  ___； 

2、拟招聘岗位__服务顾问_____人数___15_ ____； 

4、拟招聘岗位__售后机修钣金油漆学徒人数__10___； 

3、拟招聘岗位市场专员____人数__5_   ___； 

5、拟招聘岗位___仓管员______人数__3_______； 

6、拟招聘岗位___信息员______人数__3_______； 

7、拟招聘岗位___金融专员____人数__3_______； 

8、拟招聘岗位___客服专员____人数__2_______； 

五、企业简介： 

湖北东瑞汽车有限公司是广东东富集团投资兴建的的汽车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租赁、汽车精品、驾校

培训、互联网等以汽车业务为主的相关产业链。 

公司历经多年的发展，现已拥有三十余家 4S 汽车品牌专营店，目前代理的

国产车品牌有：奇瑞、长安、吉利、北京、传祺、观致、凯翼、开瑞、比亚迪、

领克、荣威、东风商用车；代理的合资车品牌有：通用别克、东风日产、长安马

自达、北京现代、东风雪铁龙；代理的进口名车品牌有：奔驰、宝马、保时捷、

奥迪、丰田等。同时，拥有九家驾校。业务覆盖广东、湖南、湖北、北京等地区。 

东瑞自成立以来，秉承务实、创新、高效、责任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不

断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积极打造专职化团队和企业合伙人制度、不断培养专业化



优秀人才，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在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员工利益的基

础上，寻求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八、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吴超群 人事主管 13697337736 Chaoqun.wu@1hai.cn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储备店长_  __人数___35 ___； 

2、拟招聘岗位_ ______  ________人数____ ____； 

3、拟招聘岗位    ___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4、拟招聘岗位_____  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___________人数_________； 

 

五、企业简介： 

一嗨租车创立于2006年1月，主要为个人和企业用户提供综合租车服务，

是中国首家实现全程电子商务化管理的汽车租赁企业，2014 年 11 月 18 日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注册资本 4.68 亿美元，自有车

队规模近 6 万台，在全国 200 多座城市开设了 3000 多个服务网点。海南内已

覆盖海口、三亚、琼海、万宁、东方、陵水。2016 年底，一嗨租车与 NBA 中



国达成官方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并由 NBA 全明星球员斯蒂芬•库里担任一嗨租

车新品牌大使。 

目前，一嗨租车已成为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在华指定的商务用车服务公司，

客户涵盖能源、教育、广告、金融、制造等领域。同时，一嗨租车在全国范围内

提供的自驾和预约租车服务，也成为都市白领、商务人士出行的全新首选。 

秉承“改善国人出行方式，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使命。一嗨租车不断提高

综合投入，力求让租车这种绿色、分享的出行方式为更多国人所接受，并为之而

受益。一嗨创新的商业模式和优秀的服务质量，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先后获得诸多荣誉和奖项，媒体对一嗨的报道也不曾间断，被外誉为中国汽车租

赁行业真正的领军企业。 

招聘职位： 

储备店长    35 人 

岗位职能：   

�   门店运营：熟练掌握业务操作标准流程和各项规范  为客  

    户提供一流服务；  

�   经营管理：熟悉财务管理基本知识，了解影响门店营收、  

    毛利、利润的不同因素，打下扎实的管理基础； 

�   人员管理：学习基础的人员管理技能，懂得如何做新员工  

    带教、团队建设和员工激励。为带领团队做好准备； 

�   市场营销：提供专业的营销技能培训，参与门店的各类推  

     广活动，如CI 形象、宣传、促销活动等。  

任职要求 



�    大专及以上学历，汽车营销 维修等专业优先；  

�    愿意从事服务行业，具有良好服务意识；  

�    C1及以上驾驶执照。 

�    应届毕业生或 2018届可全职实习学生 

 

以上岗位实习待遇为：2000 元（1600 元+400 元绩效）+个人销售

提成（公司提供住宿，水电由员工各自分摊，餐费补贴已含在待遇中）；

表现优秀者，可以提前转正享受正式员工待遇，待拿毕业证后即可签

订劳动合同。转正后待遇为 3500-6000 元。 

（拿到毕业证即可签订劳动合同，购买五险一金） 

工作地点：湖北、武汉、上海、深圳、全国 

网络申请渠道：1968284727@qq.com 

咨询电话： 027-87305185或 QQ：1968284727 吴主管  

 

 

九、武汉小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简章 

一、 武汉小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介绍： 

   武汉小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住

友商事株式会社在湖北省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外商独资企业。同时，

我们也是行业巨擎——小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湖北省唯一指定

的小松产品销售技术服务中心。我们提供与小松质量保证体系相一致



的技术服务，为湖北省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现

在正以崭新的面貌，全方位提供小松品牌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等

各机种的整机销售、零件销售、技术服务、维修、租赁等业务。。同

时，我们设立在宜昌、襄阳、黄石、荆门、恩施、大武汉、六家分公

司全面升级，提升了硬件设施，服务水平，为当地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 

二、 招聘实习生的对象及需求： 

 本次招聘只针对武汉交通职业学院进行，招聘对象为 2018年度汽车

维修专业应届毕业生，人数 25-30人。 

三、实习期的福利待遇标准： 

实习期间，公司提供食宿（中餐及住宿），武汉小松提供岗前技术

培训，保证实习期间能学习到丰富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实习生培训期

间每月补贴 1200 元（可协商），实习时间 3-6个月。 

四、实习期满后的福利待遇标准： 

实习期结束后，公司根据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的考核情况择优录用，

另行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并参照公司岗位要求及薪资待遇标准

确定其正式录用后相应的劳动报酬。工资架构 = 基本工资 + 工龄工

资 + 业务奖金 +工时奖金 

B、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由员工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金和住房公积金等

由公司统一自个人薪资中扣除，并缴至员工个人帐户。 

C、公司额外为每个小松员工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增添一份保障。 

D、每年在销售淡季时组织全体员工至少 1 次带薪休假旅游。 



五、成长平台： 

 

六、先进事例： 

朵目成：  

目前担任维修部代理主任。工作中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通过自

身的努力与学习，于 2010年 06取得小松（中国）有限公司服务技术

B级证书，成为行业认可的技术专业人才。  

 

高玉龙：  

目前担任荆门分公司服务科长。在平时的工作中矜矜业业，能吃苦。

在过去的一年中，各项工作考核指标排名第一，是其他同事学习的榜

样。2016年被公司委派到日本学习调研。  

汪闪闪：  

目前担任宜昌分公司服务担当。曾经在公司需要的时候主动申请到最

艰苦的恩施区域工作，并且在此期间取得年销售近 100万元的业绩。  

刘源： 

 2017年毕业级学生，2017年 4月来到武汉小松实习，表现优异，7

实习生 

辅修担当 主修担当 维修科长 维修部长 

服务担当 B 级工程师 A 级工程师 服务科长 

零件采购 物流管理 库存管理 零件科长 零件部长 

S 级工程师 服务部长

样机管理员 支援工程师 培训讲师 技术培训部长 

     

   

    

   

 

 

 
 



月份毕业后，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目前负责发动机拆装及维修。 

吴威： 

2017 年毕业级学生，2017 年 4 月来到武汉小松实习，表现优异，7

月份毕业后，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目前负责泵阀等液压系统调试、

维修。 

 

我们等待着优秀的学员，来到武汉小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学习、发展，通过公司的平台，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武汉小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017.11.1 

 

十、达田集团·湖北区域招聘简章 

 

达田汽车·广汽丰田湖北店简介 

达田汽车·广汽丰田景田民生店作为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授权

的专业品牌经销店，曾被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授予的十佳经销店称

号。达田汽车·广汽丰田景田民生店一直以专业的服务精神，强化"

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并认真贯彻一次服务、一份关注、一种精神、

一生朋友的特色服务理念。不断提升广汽丰田景田民生店售后服务的



整体水平以及服务质量，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售后服务。 

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汽车销售强有力的支持也是汽车安全行驶的

保证。景田民生店售后部拥有一批维修技术娴熟、维修经验丰富的技

师，现代化的车间，充足的丰田品牌原厂配件，质量精准、可靠，充

分满足维修保养需求。各在岗人员均多次参加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的系统培训，并获得广丰相关技术认证，是一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

团队。 

集团长期与平安、人保等保险公司合作，对汽车续保、理赔实行

“一条龙”服务，并设有专门的车险直赔服务中心，免去了您在保险

公司和汽车修理厂之间来回奔波和办理各种理赔手续的麻烦，让出险

理赔倍感轻松。24 小时服务热线让服务与客户永远只有一个电话的

距离。 

达田汽车·广汽三菱达田武昌店简介 

广汽三菱达田武昌店作为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授权的劲炫专

业品牌经销店。作为达田集团旗下的新兴力量，广汽三菱武汉达田武

昌店将会一直以专业的服务精神，强化"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并认

真贯彻一次服务、一份关注、一种精神、一生朋友的特色服务理念。

在未来会不断提升广汽三菱武汉达田武昌店售后服务的整体水平以

及服务质量，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售后服务。 

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汽车销售强有力的支持也是汽车安全行驶的

保证。武汉达田武昌店售后部依托于集团下属广汽丰田的 4S 店的售

后部，拥有一批维修技术娴熟、维修经验丰富的技师，现代化的车间

和充足的三菱品牌原厂配件，质量精准、可靠，充分满足维修保养需

求。各在岗人员均参加广州三菱汽车有限公司的系统培训，并获得广

三相关技术认证，是一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团队。 

集团长期与平安、人保等保险公司合作，对汽车续保、理赔实行

“一条龙”服务，并设有专门的车险直赔服务中心，免去了您在保险

公司和汽车修理厂之间来回奔波和办理各种理赔手续的麻烦，让出险

理赔倍感轻松。24 小时服务热线让服务与客户永远只有一个电话的

距离。 

一、招聘岗位及任职要求： 

 

序号  职位描述 



职位 工作任务 资历要求 

1 

前台 

接待 

1、接听总电话，转接来电，接待来访客

户。 

2、收集整理相关数据信息(展厅客流；电

话流量)，每天按时呈报相关销售报表。 

3、繁忙时段协助销售顾问接待和分流客

户。 

4、协助销售顾问后勤工作。 

5、辅助展厅经理监督管理工作。 

6、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1、年龄：18-45 岁 

2、学历：中专或以上 

3、应届毕业生优先 

4、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 

5、善于沟通,思维灵活,工作积极主动； 

6、能服从安排,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任务 

2 

维修 

学徒 

1、按售后服务部工作流程学习维修车辆； 

2、按设备操作规程学习使用设备 

3、负责个人所管辖的设备、工具的保养

和维护；  

4、负责个人责任区内的 5S 工作； 

5、负责完成组长、师傅交待的一切事务； 

6、学习施工车辆的维修及质量； 

7、学习成本控制；  

8、负责完成公司下达的本岗位的计划任

务。 

1、年龄：25 岁以下 

2、学历：汽车专业中专或以上 

3、工作经验不限，热爱汽车行业，欢

迎应届毕业生，可先实习；  

4、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踏实、稳

重，听从领导安排。 

3 

客服 

专员 

1、看板管理  

3、对销售、售后车辆进行电话回访 

1、年龄：18-45 岁 

2、学历：大专或以上 



3、对首保、定期保养、维修客户进行电

话、信函的招揽 

4、负责解决客户投诉和顾客满意度调 

5、研究解决客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6、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3、工作经验不限，热爱汽车服务行业，

欢迎应届毕业生 

4、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数据分析

及处理、文字处理等能力 

5、普通话标准，声音甜美，有亲和力

及较强的服务意识；  

6、诚实敬业，认真细致，有很强的责

任感及事业心。 

4 

客户 

接待 

员 

1、在客服经理的指导下，完成客户接待

工作； 

2、迎客主动问候；送上饮料或茶水 

3、询问客户的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4、负责记录、反馈客户反映的意见及建

议； 

5、保持客户休息区的干净整洁； 

6、每日对顾客休息室进行清理，保持良

好的环境； 

7、负责客户休息室的物料管理； 

8、根据物品消耗情况，提出采购需求； 

9、维护顾客休息室的各种设施，如有异

常情况及时报修； 

10、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1、年龄：18-45 岁 

2、学历：中专或以上 

3、工作经验不限，热爱汽车服务行业，

4、欢迎应届毕业生 

5、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踏实、稳

重，听从领导安排。 



5 

精品 

装饰 

学徒 

1、按工作流程学习车辆精品装饰；  

2、按设备操作规程学习使用设备 

3、负责个人所管辖的设备、工具的保养

和维护；  

4、负责个人责任区内的 5S 工作； 

5、负责完成组长、师傅交待的一切事务； 

6、学习成本控制；  

7、负责完成公司下达的本岗位的计划任

务。 

1、年龄：25 岁以下 

2、学历：汽车专业中专或以上 

3、工作经验不限，热爱汽车行业，欢

迎 4、应届毕业生，可先实习；  

5、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踏实、稳

重，听从领导安排。 

6 

销售 

顾问 

1、整车销售活动，汽车精品、保险等与

汽车相关利润指标的销售；  

2 、完成公司下达的年度及月度各项销售

指标任务；  

3、执行销售部制度及各项销售政策；  

4、销售档案（三表一卡）的管理；  

5、潜在用户的管理与推进工作；  

6、已购车用户状况的分析工作；  

7、流失客户原因分析工作；  

8、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1、年龄：18-45 岁 

2、学历：大专或以上 

3、掌握一定的消费者行为学（销售心

理学）知识，市场营销学知识，汽车

构造及维修知识；  

4、工作经验不限，热爱汽车服务行业，

欢迎应届毕业生 

5、敬业、严谨、积极、乐观、向上，

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事物判断能力，

具备团队协作精神。  

 

二、薪资福利待遇 

以上岗位欢迎各大在校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投递简历，一经录用

公司即提供： 

1、实习期间工资结构组成：基本工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绩效，具有行业竞争。 

2、公司免费提供 2-4 人间的职工宿舍，宿舍配置空调、热水器

等。 

3、公司有职工食堂，提供免费可口午餐 

4、公司为入职员工（正式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 

5、享受国家法定假期，节假日需加班的按劳动法规定计薪。 

三、合同签定 

    凡经过实习期考核结束并达标，且实习期无违规违纪现象，公司

将视员工表现，给予一定转正名额，并为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

五险。 

四、其他说明 

    1、毕业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我公司实习，并签订实习生三方

协议，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2、实习（入职）前，请进行入职体检，向我公司提交体检报告，

证明无重大疾病和传染病。 

3、毕业后，经过双方协定确定可以转正，凭大专学历证书或相

关职业资格证书等，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正式上岗。 

 

注：参加招聘学生请携带个人简历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大道 7号（华中动力车生态产业园内） 

招聘热线：027-50700824  027-51867777  谭经理 

 

 

十一、优信集团招聘简章 

 

优信集团简介：  

优信集团是专业的二手车在线交易服务提供商。我们的核心业务涵盖了二手车网络拍卖、二

手车电商零售平台，以及二手车金融衍生服务。优信集团致力于为中国二手车行业的发展做



出贡献，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和建立中国未来二手车市场的诚信与高效，让

二手车经销商的生意更好做，让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更轻松、更放心。   

优信二手车 

优信集团旗下“优信二手车”品牌，是专注于二手车零售服务的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与移

动互联网技术，以及优信在二手车行业多年来的专业经验积累，建立在消费者心中可信的一

站式二手车选购平台，为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的过程中提供丰富的车辆，帮助消费者准确的

了解车况并为消费者提供商品质量保障与售后服务。优信二手车平台可以帮助二手车经销商

更快速有效地找到精准客户，让经销商的生意更好做。   

优信新车 

优信新车是集资讯、点评及社交等功能的汽车类媒体内容平台，作为全新的互动汽车资讯聚

合平台，智能学习用户的兴趣爱好，推荐用户感兴趣的有趣内容，专业的消费报价和评测建

议，也可以通过车伯乐简单捕捉和分享关于汽车的精彩瞬间和体验。 车伯乐具有一定的社

交属性，用户可以相互交流讨论。该产品已在各大平台上线，用户可在 App Store 及安卓

各大应用商店及手机助手上下载。   

优信金融 

优信金融是基于二手车市场的金融衍生类服务机构，利用优信集团在二手车行业的专业技术

以及大数据分析的能力，为二手车的零售金融和供应链金融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业务涵盖对公融资、消费信贷、二手车延保服务等专业汽车金融产品，帮助消费者降低购车

门槛，让经销商的业务更快发展。   

优信拍 

优信集团旗下的“优信拍”品牌，是我们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的一个透明、

高效的二手车拍卖平台。提供检测、拍卖、收付款、过户、物流等全交易链服务，帮助有批



发需求的经销商用最好的市场价格，快速完成交易；给需要建立库存的经销商提供丰富的车

辆选择。 

 

1、二手车评估师 

岗位职责：负责二手车评估，对于每台进行评估的车辆信息做出准确判断；

完成车辆检测工作并形成标准检测报告，上传到交易平台；根据自己了解的市场

行情及收购车辆的状况做出价值评估；在线跟踪交易业务，随时与客户保持沟通

并促成成交，跟进车辆交接等后期服务工作；协助区域经理完成区域运营工作，

按时完成工作日报和工作总结，及时反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任职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汽车制造、检测及机械类相关专业；2上以上

工作经验，至少 1年及以上车辆评估经验；具备车况鉴定能力，熟练使用电脑，

熟悉二手车手续办理流程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沟通能力，

灵活的应变能力，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较强的制度、程序与步骤执行力。 

工作地点：武汉、南昌、赣州 

薪资：2700-4000元/月+加班费+绩效奖金+各项福利+津贴（年薪 8-15万左右） 

 

2、客户经理 

岗位职责：负责二手车商、二手车经纪公司等机构的业务渠道洽谈并取得合

作；签约商户的有效合作及业务维护；客户数据分析；客户车辆信息及客户信息

的数据采集；完成所在城市负责人下达的金融产品任务指标。 

任职资格：大专或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 有汽车行业产品推广经

验或相关经验者优先；积极、乐观、自信、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勇于挑战高薪；

亲和力强，有良好的沟通及协调能力，吃苦耐劳；熟悉手机软件，熟练掌握手机

软件安装和卸载。 

工作地点：武汉、南昌、赣州 

薪资：2700-4000元/月+加班费+绩效奖金+各项福利+津贴（年薪 8-15万左右） 

 

3、二手车金融销售 

岗位职责：完成所在城市负责人下达的金融产品任务指标；对所负责经销商

完成我司金融产品的培训并反馈结果；提高优信二手车业务在所负责经销商的渗

透率；存量经销商关系的维护，新客户的，新业务的拓展；配合其它部门完成整

体业务流工作 



任职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熟悉当地二

手车或新车行业；1年以上汽车销售相关工作经验；有汽车金融行业及信贷行业

者优先； 

工作地点：武汉、南昌、赣州 

薪资：2700-4000元/月+加班费+提成+各项福利+津贴（年薪 8-15万左右） 

 

4、销售顾问实习生 

工作内容：①接待客户看车；②向客户讲解车辆性能；③引导客户签订购车资料。 

任职条件：①大专及以上学历；②专业不限，热爱汽车行业；③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 

工作地点：武汉、南昌、赣州 

薪资：实习期工资 80-100元/日，通过公司 3-6个月实习期考核后可转正 

 

5、检测实习生 

工作内容： 

①检测车辆并将检测过程录制成视频； 

②制作检测报告并上传到检测系统。 

任职要求： 

①大专及以上学历（实习生、应、往届毕业生均可） 

②汽车相关专业，有过汽车相关工作经历者专业不作限制 

③主动学习能力强，有短期内专业、技能、职位得到提高的强烈欲望 

④吃苦耐劳，良好的沟通能力 

工作地点：武汉、南昌、赣州 

薪资：实习期工资 80-100元/日，通过公司 3-6个月实习期考核后可转正 

 

 

薪资福利 

一、基本福利 

我们提供行业内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底薪+高额绩效奖金），完善的福利待遇

（入职即缴纳五险一金），转正后享有商业保险、补充医疗、通讯津贴、交通津

贴、降温费等福利；公司季度、年度均评选优秀员工及先进集体，并给与相应奖

励；所有员工享受健康体检、节日慰问金、生日祝福、婚育贺仪、书报、培训、

文体活动等其他福利。 

 



二、薪资政策 

公司建立了基于岗位价值的薪酬管理体系，对内公平、对外具有竞争力，具

体如下： 

1、 固定工资 

根据公司结构及行业特性，本公司的薪酬体系细分为：管理类薪酬体系、技

术类薪酬体系、销售类薪酬体系、运营类及支持类薪酬体系五大类。实行双轨晋

升制，即员工可以在不同岗位序列中任不同职级，薪级就高不就低。 

  2、年度调薪 

公司启用扁平式工资结构，建立了薪酬调整机制。每年与外部市场对标，根

据对标结果调整集团的薪酬制度，并在每年的 6月和 12 月，根据员工半年度/

年度绩效，进行调薪。 

  3、专项奖励 

  对于在年度内表现优秀的员工和工作团队，我们还提供各项专项奖励，以体

现对优秀员工、工作团队的及时认可和奖励。 

 

第三部分招聘流程 

简历投递——初试——复试（测试）——培训考核——签定就业协议/劳动合同

——入职 

1、初试通过后 2 日内收到复试通知； 

2、复试通过后培训为 2-6 天； 

3、所有岗位签定就业协议后/劳动合同，享受公司相关福利、津贴政策。 

 

第四部分职业发展 

基于“帮助员工成功”的理念，为不断提升员工岗位胜任力，促进员工职

业发展，公司推行了一系列员工开发举措。主要如下： 

  1、导师/师傅带岗制：导师以将新员工“带成器”为目标，师傅以将新员工

“带入门”为目标，导师/师傅须定期与新员工进行面谈辅导，帮助新员工尽快

适应工作环境，提升工作技能，并引导新员工做好职业发展规划。 

  2、公司提供了两大序列（管理和专业）五大体系（管理类、技术类、销售

类、运营类及支持类）的职业发展通道，其中两大序列发展通道为： 

  （1）管理通道：新员工—职员—主管—经理—总监—事业部总经理及以上

（公司领导） 

（2）专业通道：新员工—初级—中级—高级—专家—资深专家 

  3、多元化的成长机会：公司为员工提供轮岗、转岗、竞争上岗等多种方式，



帮助员工获得职业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4、培训学习：公司每年为员工提供完善的培训体系，所有员工享受入职培

训、部门培训、交流式培训、奖励性培训、发展性培训等项目； 

 

欢迎参加“优信集团”2018 年校园招聘，为节约您的时间，您可以将建立

投递至：wangqian1@xin.com，请以附件和正文两种方式同时发送，并在邮件主

题上注明“应聘岗位+姓名+手机”字样。若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和我们联系（电

话拨打时间 9：00——17：30） 

 

公司地址：武汉市硚口区汉西常码头特 8号汇通名车广场(汉西路发展社区公交

站下车，往汉口火车站方向前行 50米，见汇通名车广场白色指示牌进入园区即

可） 

网址：www.xin.com 

电话：027-83366562 

邮箱：wangqian1@xin.com 

联系人：汪经理 

 

十二、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湖北民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谭平 行政经理 13807123549 95356159@qq.com 

熊华伟 车间主管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_机修   _______人数__ _3  __； 

2、拟招聘岗位_ ___   钣金 ________人数____ 1____； 

3、拟招聘岗位    ____销售_______人数____3  ___； 



4、拟招聘岗位_____  服务顾问________人数___2 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客服/续保________人数____3____； 

 

四、拟前往学校参加招聘时间(11 月 13 日以后)：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工作联系人：谢计红 027-88756129         余瑞海 027-88756126 

邮箱：348074005@qq.com   

 

五、企业简介： 

� 达田汽车始创于 1999 年，是专业从事汽车品牌代理及汽车综合

性配套服务的集团化企业。 

� 达田汽车集团现拥有 12 家公司、企业员工近 1000 人。旗下 11

家公司包括 11 家国际品牌的专业汽车 4S 店和 1 家投资管理公司，分布

在珠海、武汉、长沙三地。 

� 提供新车销售、汽车用品销售、售后维修保养、上牌、年审、代

办车险投保、代办车辆保险理赔、救援、二手车置换的整体一条龙服务。 

 

湖北民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景田民生店 

达田汽车·广汽丰田景田民生店作为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授权的专业品

牌经销店，曾被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授予的十佳经销店称号。达田汽车·广

汽丰田景田民生店一直以专业的服务精神，强化"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并认

真贯彻一次服务、一份关注、一种精神、一生朋友的特色服务理念。不断提升

广汽丰田景田民生店售后服务的整体水平以及服务质量，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

售后服务。 



    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汽车销售强有力的支持也是汽车安全行驶的保证。

景田民生店售后部拥有一批维修技术娴熟、维修经验丰富的技师，现代化的车

间，充足的丰田品牌原厂配件，质量精准、可靠，充分满足维修保养需求。各

在岗人员均多次参加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的系统培训，并获得广丰相关技术

认证，是一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团队。长期与平安、人保等保险公司合作，

对汽车续保、理赔实行“一条龙”服务，并设有专门的车险直赔服务中心，免

去了您在保险公司和汽车修理厂之间来回奔波和办理各种理赔手续的麻烦，让

出险理赔倍感轻松。24 小时服务热线让服务与客户永远只有一个电话的距离。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大道 7号 

24 小时专线：027-51867777 

 

十三、武汉建银华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一、企业简介： 

武汉建银华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车贸易和房地

产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大型集团企业，旗下建银汽车作为湖北最

具潜力的汽车运营商，一直致力于为社会提供与国际接轨的 4S

汽车销售服务模式。现已获得沃尔沃、法国雷诺、斯巴鲁、克

莱斯勒、JEEP、进口现代、进口标致、东风标致、长安马自达、

海马等品牌代理，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享有相当声誉。 

建银汽车获得了武汉市著名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和最值得消

费者信赖的 4S 店、重合同守信用企业、AAA 级大型信用企业、

全国汽车市场优秀经销商、武汉优秀汽车营销集团、最具实力



汽车集团等一系列荣誉及全国性奖项。 

建银地产发展迅速，2012 年，建银集团正式成立房地产事

业部，位于汉阳黄金口工业园的建银汽车产业大厦落成，标志

着建银集团地产事业的开端。建银地产成功开发了建银 5S 会

馆等项目，公司拥有汉阳王家湾等优质土地储备。建银华盛集

团借 23 年发展之力，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客户满意度”为

宗旨，秉承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的原则，广招贤礼纳士，为有

识之士提供广阔发展空间，与贤德之才共筑辉煌前景。诚邀追

求卓越、满怀激情的行业精英加盟，励精图治，共创美好未来！

二：联系方式：  电话：13971099696，598540653@qq.com

                    或将简历发送至

<345068796@qq.com>，何经理 

具体招聘企业如下： 

 

一、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 

武汉市法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张益丹 人事行政主管 15827583636 293464022@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 销售顾问实习生___人数_ 3-4 人 ；  

2、拟招聘岗位_ ______  ________人数____ ____； 

3、拟招聘岗位    ___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4、拟招聘岗位_____  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___________人数_________； 

 

四、拟前往学校参加招聘时间(11 月 13 日以后)： 

11.14 下午 2:00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工作联系人：谢计红 027-88756129         余瑞海 027-88756126 

邮箱：348074005@qq.com   

 

一、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武汉富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沃尔沃）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徐璀 行政人事专员 15171433183 361188058@qq.com 

程明银 客服专员 15527467708 1083627165@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销售顾问实习生：（男生为主） _人数___ 5 ___；  

2、拟招聘岗位_ __机修实习生：（男生）___人数___4 ____； 

3、拟招聘岗位    服务顾问实习生：男女不限_____人数____3 ___； 



4、拟招聘岗位_____  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___________人数_________； 

 

一、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武汉建银天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王晓雨 人力与行政总监 15623986765 2545775847@qq.com 

张丽娟 顾客体验总监 13720328189 2545775847@qq.com 

欧阳硕 培训经理 18674009521 2545775847@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销售顾问_____ 人数___5   ___；  

2、拟招聘岗位_ _售后普通机修____人数___3_ ____； 

3、拟招聘岗位   前厅咨询顾问 ___人数___2_  ___； 

4、拟招聘岗位___铁机城市展厅销售__人数____3  ___； 

5、拟招聘岗位_________________人数_________； 

 

一、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美华恒汽车（海马）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毕芳 店长 13237129121 370930927@qq.com 

李梦珠 行政人事 18162596669 360811968@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_销售实习生__人数___ 4  __；  

2、拟招聘岗位_ ______  ________人数____ ____； 

 

一、参与招聘会企业名称：建银集团武汉海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现代

江夏店） 

 

二、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吴菡 人事行政专员 13477015249 583526149@qq.com 

    

    

    

 

三、拟招聘岗位及人数需求： 

1、拟招聘岗位_   销售实习生___ _人数___2-3 ___；  

2、拟招聘岗位_ __服务实习生_____人数__1-2___； 

3、拟招聘岗位    机修实习生_____人数__1-2___； 

4、拟招聘岗位_____  __________人数____  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