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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招聘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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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B07

地址：宁波市江东百丈东路856—862号创时代大厦3楼—8

好工作·好前途
www.nbrczp.com

●天一店
●鄞州店 ●江北店 ●和义店
●月湖盛园店 ● 江东国金店 ●奥特莱斯店

Future

前途招聘 天天在线

◎领

班 2500-3000 ◎炉灶 / 切配 / 凉菜 / 打荷 2000-3500

◎收银员 2200-2600 ◎清洁、洗碗、粗加工 2000-2500
◎服务员 / 传菜员 2200-2600 ◎水吧员 / 水吧学徒 2000-2500

◆长期招兼职服务员 / 暑假工 20 名，男女不限，有餐厅工作经验者优先

刊登热线：0574-87130400 87130900
刊登地址：江东百丈东路 856 号创时代商务馆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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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梅足浴 聘

专 注 招 聘·服 务 甬 城

因业务发展需要，聘以下人员

代金报
关注 现
宁波甬聘网

/报纸 / 网络
/ 学校 / 新媒体

新普锐斯（宁波）仪表有限公司
专业仪表制造商

诚 聘

◎电子工程 1 名 ◎采购（包材.电工） 2 名（女性）
◎模具补师 1 名 ◎外贸业务员 2 名（女性）
◎出纳 / 成本会计 1 名

另招普工 数名

电 话 ： 0574-88451856 15957492999
联系人：邵先生 地址：宁波鄞州区

金领汇国际健身俱乐部
新店开业·精品店扩充·两店同招

优秀团队，广阔平台，等你来加入！
★前台 6 名 女性 ★救生员 15 名
★健身教练 30 名 ★销售

30 名

待遇：2000-20000 元，交五险，包吃住
欢迎广大应届毕业生加入我们！

应聘电话：13805881510 87912996 黄
绿 园 店（精 品 店 ）：高新区通途路 1185 号绿城·绿园 8 号
（通途路与沧海路交叉口）
文体中心店（新店）：创苑路 555 号（高新区文体中心内）

经理：从事酒店足浴类经验者优先考虑！
修脚师：有工作经验优先考虑，面谈。
女技师：数名
地址：海曙区柳庄巷 40 号城市广场旁
电话：87248850 或 15968417080

宁波纽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经理
岗位职责：
1.建立公司产品在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 2.策划并组织在线活
动，维护客户关系提高品牌知名度及销售指标；
3.负责业务需求调研、网站相关营销活动的策划及执行；解决网
络营销过程中各种问题，并及时反馈相关情况；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拥有天猫及
京东商城运营经验； 2.熟悉 B2C 独立商城的建设和运营工作，
熟悉电子商务模式、 规律， 熟悉互联网推广知识及网络营销知
识；3.5 年以上工作经验，25-35 岁

◆销售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所辖区域的产品销售任务；
2.负责销售区域内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完成销售指标；
3.开拓新市场，发展新客户，增加产品销售范围；

岗位资格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销售类相关专业；2.5 年以上销售工作
经验，有进口产品(食品，化妆品，营养品）在商超，母婴行业工作
经验者优先；

◆渠道 / 分销专员，销售代表
岗位职责：
1.制定电话销售计划，掌握电话销售技巧，积极开拓市场，按时
完成公司下达的销售任务；
2.客户资料管理工作，整理，维护已有的客户信息；

招·聘

招聘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16:00

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面试地址：海曙区东渡路 29 号世贸中心大厦 8 楼 A01(原颐高数码广场)
招聘电话：13396686173

27865888 史小姐

FashionLinq (member of HVEG Group) is the European Leader in importing
private label fashion for European retail chains (visit our websites: www.fashionlinq.
com and www.hveg.nl).
Because we put more emphasis on social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want to expand our team in Ningbo Office, Zhejiang Province.
Therefore we are looking for a:

Juni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Specialist

Education/training: University level, preferably degree hold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kowledge:专业经验 / 知识
● Audit experience in factories or willingness to learn 具有验厂经验或者愿意学习
● Knowledge of social compliance work in factories, as BSCI, SMETA and other customer audits 熟悉 BSCI, SMETA 或
其它顾客的验厂标准
● Understanding of the European requirements for social compliance and Restricted Substances 了解欧洲国家对产品
的社会合规性要求和禁用材料
● Detailed work approach and problem solving 熟悉详细的工作流程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能使用英语和普通话进行良好的交流
● Be able to write a report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能使用中英文提交验厂报告
●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European customers is an advantage 曾为欧洲客户工作者优先考虑
Other requirements: 其它要求
- Willingness to learn, flexible, positive attitude, stress resistant, travelling in China and sometimes overtime work, be
honest and transparent.愿意学习,具有可塑性,态度积极,抗压,可在中国国内出差且有时需要加班,诚实守信.
Tasks: 工作任务
-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and reporting to our international social compliance specialist to establish a strategy on
social compliance for the three companies of the HVEG Group, i.e. FashionLinq, Belt Fashion and Link companies. 与
我们的国际社会责任合规专家一起工作并向他直接汇报,为 HVEG 集团旗下的三个公司设定社会合规战略.
-monitoring factories and advising them to improve their level in the field of social compliance 监测产品工厂,并为
他们提供建议,促进他们来提高社会责任合规性方面的水平
- traveling frequently to factories 经常性到工厂所在地出差
- analys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as payroll, attendance record and documents of the factories 进行详细的信息分析,如
工资单 \ 出勤记录和工厂资料等
- following-up with factories on Corrective Action Plans and ensure they make their deadlines 跟踪工厂的行为纠正
计划并督促他们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 All other tasks that need to be done on social compliance. 其它与社会责任合规性相关的工作
The offer 我们提供 We expect a lot, but if you meet our expectations, you get a lot: a challenging job in an
energetic international company, a good salary, perfec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我们的要求很多,但是如果你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会为你提供: 一份在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公司中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一份高薪水,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远大的前程!

岗位要求：
1.市场营销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1 年以上进口食品相关工作经验；

请把简历发送至：nathan.ni@newlane.cn
联系方式：13777067889（倪经理）

CHALLENGED?

Then meet us! Convince us that you are the one we are looking for! Send
your job application letter (including salary expectations and availability) with
your knowledge and detailed work history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o
Eveline de Wael at → eveline.de.wael@hveg.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