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序号

机构名称

河南省悦信
1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洛阳悦昊人
2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濮阳市中恒
3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洛阳双淼劳
4

务服务有限
公司

濮阳市联创
5

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

简

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是由洛阳市劳动局颁发《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洛阳悦
信是一家为大中小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党政事业
机关及个人提供高品质、全方位、专业人力资源服
务的公司。公司在在劳务输出、业务外包、招聘外 李小辉
包、人才培训、专项事务外包以及人力资源外包等
多重领域，为客户提供了完整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领跑现代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打造中国专业的蓝领
服务供应商。

18568122555

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3 月 07 日，注册地位于河
南省洛阳市嵩县。经营范围包括人力资源服务；家
政服务,物业管理,会议会展服务，企业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设计，建筑劳务分包，房产中介服务等。

曹磊

13721670088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注册资金 200 万元,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劳务输出资格证服务型企业。
公司各类专业骨干人员 3 人，公司储备有大量的劳
务技术工人。年输入人次 500 人次以上. 经过公司
多名员工的艰苦努力，技术培训、员工管理、专业
辅导、安全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宋文峰

18739363388

公司自 2018 年开办以来，开办以来，在上级业
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我公司始终保持公正招录、
合理引导、真诚守信、强县富民、滚动发展的原则，
并建立了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跟踪服务制度。
不断的调整工作思路，开拓进取，主动探索，强化
凌昌昌
管理，注重信誉，扩大业务队伍，2019 年截止目前
共接待咨询人员 2500 余人，成功输送 1934 人，在
百姓心中得到了很好的口碑，有效缓解了我县就业
压力，减少了政府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等作出了一
定的贡献。

15137912220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2 月，注册资金 200 万元,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劳务输出资格证服务型企业。
规范的作业流程、专业化的工作队伍、科学的评价
标准和完善的跟踪服务，形成了劳务派遣、劳动政
策咨询等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体系。年输入人次 1000
人次以上. 业务开展以来先后与多家需工单位合
作，为本地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合作企业
有上海国一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上海互润派遣有限
公司、上海闵松派遣有限公司等等。

15239396898

马宏伟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光山县浩宇
6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7

8

9

10

启宏劳务服
务公司

汉宏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豫成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中起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金唯达劳务
11

派遣有限公
司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信阳，是中国蓝
领人力服务领先品牌；我们专注于蓝领招聘、劳务
派遣、人力资源外包、灵活用工、薪税优化等业务
开发，集团旗下现有 2 家分支机构，管理服务团 5
人，招工连锁门店 2 余家，年安置就业服务人次 600
人，累计培训和提供就业服务 5 万人次，为促进就
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石钦伟

18237699222

公司专注做人力资源。今年累计送工 800 余人。
常年输送企业：潍坊歌儿，上海昌硕，泰州可胜，
廊坊富士康。

刘杰

15081615625

公司专注于蓝领招聘、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
包、灵活用工、薪税优化等业务开发。通过专业、
优质、规范的服务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尊重；我
们本着“品牌、服务、诚信、影响力”经营理念，
与国内百余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李景肖

13569657271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总部位于河南省杞县，是
中国蓝领人力服务领先品牌；我们专注于蓝领招聘、
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灵活用工、薪税优化等
业务开发，集团旗下现有 2 家分支机构，管理服务 崔景龙
团 5 人，招工连锁门店 2 余家，年安置就业服务人
次 800 人，累计培训和提供就业服务 5 万人次，为
促进就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3693897451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河南省安阳，是
中国蓝领人力服务领先品牌；我们专注于蓝领招聘、
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灵活用工、薪税优化等
业务开发，集团旗下现有 2 家分支机构，管理服务 郝彬彬
团 5 人，招工连锁门店 2 余家，年安置就业服务人
次 800 人，累计培训和提供就业服务 5 万人次，为
促进就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8738533385

公司业务主要从事职业介绍、人事代理、劳务
派遣、咨询服务、批量农民工就业服务长短期工、
临时工服务、寒暑假工、长线外包。欢迎新老客户
联系，共谋发展！

15036656723

赵乃明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安阳凯诚劳
12

务派遣有限
公司

滑县鼎力人
13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新乡市优才
14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郑州市凯豪
15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豫非凡人力
16

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

濮阳市睿祥
17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事外包、劳务派遣、劳
务输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公司总部位于河南省
新乡市滑县。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才培训、
人才招聘、短期工、小时工、农民工、暑假工、寒
假工、实习生安置、中专大专院校招生等服务为一
体的劳务公司。我公司秉承专业、诚信、高效、创
新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最信赖的人力资源服务
公司。

寿海攀

15237276896

公司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才培训、人才
招聘、短期工、小时工、农民工、暑假工、寒假工、
杨自瑞
实习生安置、中专大专院校招生等，同事联合多家
劳务成立联盟公司。

17335430777

创建于 2018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人事外包、劳
务派遣、劳务输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公司总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在封丘县、郑州、
曲靖市、黑龙江等地设有多家分支机构，外派雇员 卢法兴
300 余人，为企业输送人才超过 20000 人次。
秉承专业、诚信、高效、创新的经营服务理念，
致力于成为最信赖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17630249990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主营业务包括：职业
中介、职业指导、人力供求信息咨询、人才介绍等。
公司专业从事社会劳务招聘和校园招聘，立足
河南，面向全国。我们将竭诚地为企业寻求更好的
人才。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更多的人力资源。 王云玉
通过对人才信息资源的全方位整合没建立社会人才
和毕业生人才信息库，长期为众多的优秀企业提供
更优秀、更完善的服务。系富士康科技集团（人力
资源）区域核心供应商之一。

13323802526

公司是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才培训、人才
招聘、短期工、小时工、农民工、暑假工、寒假工、
实习生安置、中专大专院校招生等服务为一体的劳 车会玲
务公司。公司以“诚信立业 守诺千金”的经营理念，
关注客户需求，追求客户满意。

13781319376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注册资金 100 万元，
是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才培训、人才招聘、
短期工、小时工、农民工、暑假工、寒假工、实习
生安置、中专大专院校招生等服务为一体的劳务公
司。

13839305090

边素瑞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豫龙人力资
18

源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众鹏人
19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封丘县金石
20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新乡市亿诚
21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新乡市力伟
22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创建于 2017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人事外包、劳
务派遣、劳务输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公司总部
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在封丘县、长垣县、延津县、
原阳县、辉县、郑州等地设有多家分支机构，外派
雇员 400 余人。为企业累计供应人才超过 30000 人
次。我公司秉承专业、诚信、高效、创新的经营理
念，致力于成为最信赖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孙文宽

13598643222

主营业务包括：职业中介、职业指导、人力资
源信息咨询、人才介绍等。
公司专业从事社会劳务招聘和校园招聘，立足
河南，面向全国。公司为社会务工人员和各所高等
学校以及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开拓新的职
业生涯。我们将竭诚地为企业寻求更好的人才。所
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更多的人力资源。公司系富
士康科技集团（人力资源）区域核心供应商之一。

邢善普

18790587780

公司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一家合法正规机构，
主要从事职业中介、劳务输出服务。本公司本着务
实开拓的精神、前瞻的眼光、优良的管理、雄厚的
业绩、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和良好的声誉与用人单
位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我公司签订用工合同
的数百家企业遍布沿海及内地各大城市，如上海、
杭州、苏州、昆山、常熟、常州、吴江、郑州等，
且均为工资待遇相对较高的大中型台资、美资、日
资、韩资等中外合资企业，使每年万人创造高新就
业机会，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是我们为之不懈的
奋斗目标！

狄小广

13633907862

公司是新乡市封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
立，(新乡联盟)发起人之一，具有独立法人经营资
格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是目前封丘县最丰
富、服务最优质的人力资源机构之一。现在为多家
企业提供劳务派遣、职业介绍、服务咨询和其他专
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新乡亿诚人力资源打造国内最
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

孙国忠

13525071699

公司是经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许可成
立，具有市级劳务资质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面向全国各地区开展人事代理、代发工资、代缴社
保、劳务外包。是国内领先的基础人力资源服务供
应商。

张庆庆

15136733092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新乡市蓝英
23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河南省蜂职
24

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范县富名心
25

连心服务有
限公司

濮阳市万佳
26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濮阳市聚水
27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诚
28

优聘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致力于
开发新型的劳动就业途径和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运
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和强大的网络平台，为企业
和人才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为用工单位提供高水
准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及配套服务，在企业人力资
王程保
源业务外包服务领域、劳务派遣服务以及劳务输出、
劳动事务代理、家庭服务、劳动政策咨询等服务领
域形成了独特资源和业务优势，积累了丰富的人力
资源业务服务经验，专注于将“蓝英人力”打招成
新乡市人力资源及其管理领域的专业服务品牌。

15037395106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公司主要从事劳务派
遣、保安服务、物业管理、旅游开发、劳务外包、
建筑劳务分包、模板脚手架承包、园林绿化、市政
工程、养老服务、会务服务、人才服务、票务代理、 王瑞环
搬运装卸、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劳动保障事务代
理、职业教育培训、劳动法规咨询，是本地区经营
项目较多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18530729111

公司业务主要有职业介绍、人事代理、劳务派
遣、物业管理、咨询服务，批量农民工就业服务长
短期工、临时工服务、寒暑假工、长线外包。

任利敏

13057375759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份，总部位于河南濮
阳，经营范围包括职业介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
务。公司扎根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为各大企事业
单位提供长、短期人员派遣、外包服务。
公司保持我们是最优秀的企业，向社会提供最
优的服务的理念，为各类型企业输送劳动力，实实
在在得解决企业用工难得问题，等到企业的认可。

李振方

15616644099

公司于 2017 年 08 月 29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
职业中介、职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人
才推荐；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劳务派遣、业
务外包、分包、承揽；家政服务、保洁服务。自成 王献民
立以来，公司员工爱岗敬业，服务至诚，团结进取，
追求卓越。为大量求职者解决工作问题，为企业解
决了用工荒的问题，得到了员工和企业的一致认可。

17335431999

公司成立于 2019 年，位于河南省濮阳市。是一
家从事就业咨询服务、人才择业咨询指导、收集、
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人才信息的收集,
归纳与发布;人才规划,就业指导;网络信息咨询,保
史志斌
洁家政咨询等业务的人力资源公司，公司自成立以
来已于全国各地多家人力资源机构以及企业用人单
位建立合作，包括江苏天仁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可胜科技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13285220229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封丘众仁人
29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封丘仁智人
30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延津仁智人
31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河南省得贤
32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鹤壁天仁人
33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主营人力资源服务、人才招聘等业
务的公司。总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面向全国各地
区开展人力资源外包业务，现有员工 6000 余人，服
务大中型客户 300 余家，是国内领先的基础人力资
源服务供应商。公司以"创一流服务品牌，做人才长
青企业"为目标，先后与北京人才、上海人才、前程
无忧等十余家全国知名人才机构开展了异地合作业
务，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新乡人力资源外包行
业的一面旗帜。

王家豪

17656224222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力资源研发、咨询与服
务的公司，经营范围为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劳务
派遣（不含境外）
、企业管理及投资咨询、商务信息
咨询、人力资源管理及咨询等业务。公司坚持“人
力资源为企业第一资源”的经营理念，通过建立严
格的招聘培训体系，打造集培训、服务和管理于一
体、高度信息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力争成为豫
北地区最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陈凯莉

17651939992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基础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公司服务项目有：职业介绍、就业指导、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人事政策咨询、企业用人登记、求职登
记等，公司扎根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为各大企事
苌瑞芳
业单位提供长、短期人员派遣、外包服务。
未来，公司将秉承诚挚、创新、专业、高效的
服务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方位人力资源服
务。期待与您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13603930529

公司总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公司扎根于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为各大企事业单位提供长、短期人
员派遣、外包服务。业务涉及集人才招聘、培训、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劳动关系管理、薪酬设计与发
放、社保代理、劳动争议处理、工伤事故处理、项
目现场管理等人力资源服务。

郭瑞峰

18137739660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成立至今已向全国各大厂
区输送员工 5000 余人，公司人员大多来自河南，山
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目前公司共设有三个服
务站，分别是：河南浚县服务站，浚县白寺乡服务
站，江苏泰州服务站。开封服务站正在装修中，后
期我们还会在河北地区设立新的服务站，公司主要
为代招模式为多家派遣公司送工，其中送工最多的
为江苏天仁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乔红伟

17321682687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鹤壁众之邦
34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博文源人力
35

资源有限公
司

36

37

宁亚信息服
务部

华隆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邯郸金宏人
38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邯郸嘉鼎人
39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1 月 17 日，是一家专业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就业信息
服务，职业介绍服务，职业指导服务，职业能力测
评服务，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招聘服
务，人力资源软件服务，创业咨询服务，创业规划
服务，创业人才引进咨询与策划服务。本公司自成
立以来，全国输送企业数百家，泰州地区合作企业
包括:泰州可胜科技，纬立巨腾，纬创资通，中来光
电，等等。累计一年安置就业人员已达 800 人。

康胜华

17719901588

公司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主要经营范围为：职
业介绍、职业指导、劳务输出(限国内）；劳务派遣
（限国内）
；人力资源招聘、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等。
苏世磊
每年送工约 800 人次。常年往江苏，上海，以及其
他各大电子厂，食品厂送工。如：上海昌硕，世硕，
华硕，可胜，纬立，成都富士康，廊坊富士康。

18132956966

公司本着“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与
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专业从事小时工、
苏凯涛
劳务派遣,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
业务。

15531057666

公司是专业从事职业介绍、劳务外包、人事代
理、劳务输出、代缴保险、各类人力资源社会保险
服务的单位。

18812107778

杜磊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08 月 28 日，注册地位于河
北 省 邯 郸 市 邯 山 区 浴新南 大 街 16 号 义 商 大 厦
1-1019 号，法人代表为李建国。经营范围包括劳务
派遣（限国内）
；人力咨询招聘；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劳务输出（限国内）
；档案管 苏玉娇
理服务；公共就业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
策划；家政服务；物业服务；建筑劳务分包（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15832015930

公司是 2014 年 04 月 15 日在河北省邢台市注册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劳务派遣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15075019969

苏亚宁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河北金鸿人
40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河北江涛人
41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河北连通劳
42

务派遣有限
公司

沧州市浩发
43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郴州锐创企
44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金科人力资
45

源服务有限
公司

公司于 2017 年 01 月 20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为 300 万人民币，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3 年里，我们
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
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信
息咨询，人力资源外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赵子轩

15932102110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是一家专业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人力资源
招聘，人力资源咨询，职业介绍，企业管理咨询等。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河北“就业难” 武江伟
问题。泰州地区合作企业包括:泰州可胜科技，纬立
巨腾，纬创资通，中来光电，乐叶光伏等。累计输
送人员已达 500 人。

18634108985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05 月 15 日，注册地位于河
北省邯郸市。经营范围包括人力资源信息咨询服务、
贺会刚
物业服务、保洁服务；餐饮管理；绿化工程；普货
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

15733072057

公司主要经营人力资源外包、职业中介、劳务
派遣、灵活用工众包平台服务工作。公司已成功为
各企事业单位、科研机关输送员工达万人之上。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方向为“灵活用工+互联网”
综合众包平台，帮企业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赵军

17331781808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
人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是郴州市首批十家获
得劳务派 遣行政许可的公司之一，专门为各类企
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专业的劳务派遣、家政服
务、技能培训的公司。公司拥有珠三角和长三角企
业客户近百家，行业涵盖电子、 机械、汽车、酒店
等等，为企业客户长期输送基层员工，解决企业招
工难的问题；也和数家大、中专院校建立了长期的
推荐合作关系，为 学生们提供对口、优质的实习和
就业岗位，让他们在企业实现自己的 职业理想。

王俊杰

18975591807

公司是铜陵有色公司改制后成立的一家人事代
理（政府、企事业单位外包）、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劳务派遣专业企业公司。公司现有派遣员工 1000 多
人，内部管理人员 27 人。公司每年都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用工年审中评审都为“A”企业。
王井扣
2013-2019 年每年获“基层先进党组织”称号，2015
年获得“全国人力资源优秀服务单位”2016-2019
年被省社保厅评定为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信用等级
为“A”级。

13955920918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江西宜春市
46

赣西人力资
源开发有限
公司

陕西秦东人
47

力资源有限
公司

陕西睿圣人
48

力资源有限
公司

49

潼关人力资
源中心市场

临汾市众合
50

盛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

晋中市金恒
51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于 2007 年 1 月在工商注册成立，是一家以
公益性为主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由宜春市劳动就
业管理局出资成立，目前开展的主要业务是免费职
刘素华
业介绍、工业园区企业用工、招聘会组织与网站管
理推广等。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网站浏览量达 5004
万余次，企业用户 5000 余家，人才简历 21 万余份。

15070567765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主要业务有用工登记、用
人推荐、职业指导、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信息咨
询服务、职业培训信息收藏和发布；跨省、跨地区
的劳务输出等职能。公司自成立至今，每年安置就
业学生以及社会劳务工 5000 余人，并与多家知名企
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和密切的业务往
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企业单位的信任与好评。

王述亮

17751523288

公司主要从事：人才供给、培训信息的收集、
整理、存储、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与招聘；
人才素质测评；劳务外包、劳务派遣；企业管理服 易国利
务；职业介绍、职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互联网职业信息服务。

18991838878

公司主营企业管理咨询、国内劳务派遣经营、
职业中介、物业管理、以承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
生产线管理。

宁红丽

18191529338

公司是经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人
社部门登记备案专业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公
司注册资金 200 万元，公司常年与北京、上海、天
津、苏州、南京、青岛等大型企、事业单位合作，
为其长期输送人员，是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商。

方有冬

15720803336

金恒人力是一家集人才派遣、人才招聘、服务
外包、企业管理咨询、培训等全方位人力资源服务
为主的产业化公司。旗下拥有大型校园门户网站“同
城校园网”以及 400 余平米的人力资源市场，业务 闫瑞强
发展以来，先后在宁波、苏州成立 2 家分公司，同
时扩大市场，设立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
镇江、南通、沭阳、合肥 9 个办事处。

18634288333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青岛东富晶
52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高密分公司

山东和信人
53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济宁市联民
54

人力资源服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是一家专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劳务外包、人事代理和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的人力资源公司。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
高能力、爱岗敬业和经验丰富的服务团队。并且形
成了一套完善的人事、行政、财务、市场开发和客
服为一体的运营体系以及专业、细致、自主创新、
积极进取的服务体系。

单英杰

15264689555

公司是 2013 年 12 月经高密市政府批准成立的
国有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也是我市唯一一家国有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有：
“互联网+
职业培训”
、劳务派遣、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劳动人
事代理、职业指导、求职招聘、法规政策咨询和政
府职能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目前为 600 多家用人
单位提供了劳资外包服务，为 2 万多人提供了人事
代理服务，为 44 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劳务派遣 2700
多人。年均帮助企业招工 8000 多人，对 9000 多有
就业意愿的各类求职人员进行职业指导。与 20 个县
（市、区）210 多家培训机构签订《
“互联网+职业培
训”平台使用协议》
，在线学习人数已达 3 万人。

单宝娣

13280761234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主要提供劳务咨询服务、
婚姻介绍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食品的销售等

闫猛

15588733445

公司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是人社局工商局批准
经营的大型综合型人力资源公司。业务范围有：劳
务派遣；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人力资源供求信息
的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绩效薪酬管理咨询、
创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人力资源素质测评；人
力咨询培训；高级人才寻访；举办人力资源交流会；
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外包；受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委
托，代办社会保险事务；建筑劳务分包。

李锦

13385372389

务有限公司

山东万嘉人
55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济宁市万达
56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于 2014 年 07 月 24 日在济宁市任城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4 年里，
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
售后服务，公司主要经营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闫金明
为用人单位和居民家庭推荐劳动者；开展职业指导、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
依照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职业信息服务；组织职业
招聘洽谈会；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建筑劳务分包。

19953726580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济宁市万达
57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嘉祥
分公司

高密市沃德
58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上海金楷人
59

力资源有限
公司

上海伟博劳
60

务派遣有限
公司

湖州鑫博友
61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苏州胜恒企
62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在嘉祥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成立，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3 年里，公司始
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
务。主要经营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单位
苏宪宁
和居民家庭推荐劳动者；开展职业指导、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服务；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依照有
关规定从事互联网职业信息服务；组织职业招聘洽
谈会；劳动保障事务代理。

15588797522

公司现开展业务范围：国内国外劳务派遣；职
业指导、介绍；单位招聘服务；就业援助；代办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流动手续；提供就业信息及海外
就业信息咨询服务。

刘玉婷

15866513987

公司是由浙江志德地产集团在上海投资创建，
经上海市工商局批准的一家专业的国内派遣劳务服
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210 万元。本着“志存高远，
德胜天下”的理念，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服务于
大中型企业。公司坐落于浦东康桥工业园区，400
平米商用办公楼，专业，诚信，合作，共赢，是世
界知名 IT 企业：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广达
集团有限公司、威宏电子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服务
供应商。

曹友友

15021843412

公司是经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
2009 年成立的一家专业从事劳务派遣、劳务输出、
人事代理、人才推荐、生产外包等业务的大型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网络，在上海
各区设立了 18 家办事处及职业介绍中心。
涉及产业： 徐庆坤
8 大产业，目前服务外包、物业管理和保洁外包项目
达 50 多家，服务外包项目员工达 5000 多人。公司
参与服务外包合作项目涉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生产制造、咨询顾问、物流仓储、能源业等领域。

13636405257

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人力资源劳务派遣、产线外
包于一体的公司。在人力资源行业，劳务派遣、人
才招聘、人事代理、产线外包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专业经验。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
供优质的服务。

金秀平

15257257953

公司具有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等资质，是
专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服务机构，致力于为客户创
造最大化人力资本价值。主营以人力资源服务为轴
心，包括：人事外包、生产线制造承包，并延伸至
合同能源管理、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为客户带来
全方位专业化高效率的增值服务。

刘桂玲

18068412777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苏州庆辉服
63

务外包有限
公司

南京鸿轩人
64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徐州市仁捷
65

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

苏州达信人
66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常州万博职
67

业技能培训
学校有限公
司

吴江宏达人
68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03 月 30 日，注册地位于苏
州高新区。经营范围包括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
企业生产线工段的管理和服务；企业信息咨询；家
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劳务派遣经营。

刘洪光

15303930780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经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及
工商部门批准成立，致力于提供企业人力资源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人事外包、劳务派遣等服务，为广
大求职者和用工单位建立用工桥梁。目前已与多家
大型企业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坚持诚信第一的原则不断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为
专业完善的服务。

程捷

13770760086

公司是经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并备
案认可的正规、专业、具有丰富经验的咨询服务机
构，是一家专注于服务外包行业，集研究和服务于
一体的标准化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线外包、企业服务外包、人力
资源派遣、后勤外包、人事代理、代理招聘、人力
资源开发、人才（技能）培训、企业管理咨询、学
生就业、劳务输出、远程网络招聘等。

季洋

18811948243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经营服务范围为：劳务
派遣、人事代理、职业中介、岗位培训、委托招聘、
信息发布、择业指导、管理咨询、政策咨询等。

梅平

18114129252

公司是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主要从事技工培训、育婴师、保育员、网吧管
理员、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人力资源师等职
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工作。
王奕军
学校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依托，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办学宗旨。规范
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强化教学质量，受到学员和
企业的好评。

18994993066

公司是专业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一家公司，注
册资金 200 万元。公司着力于为用人单位提供从招
聘到离职一站式服务于咨询，竭诚为您提供：劳务
派遣、劳务外包、产线外包、人事代理、委托招聘、
代缴社保、代理招聘、兼职服务、特色团体商业保
吴艮龙
险、特色员工体检等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您将从繁
琐的人力劳动事务中解脱出来，避免难缠的劳务纠
纷，让您轻装上阵、灵活用工、降低成本、效益倍
增，专注于品牌、生产及技术开发等核心竞争。

13205141428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江苏众驰人
69

力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苏州文鼎人
70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扬州真帮人
71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江苏天仁人
72

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江苏新路程
73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是专业从事劳务派遣、用工承包、人才租
赁、就业安置、教育培训；学历提升 企业全方面人
事代理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司，致力于为航空、铁路、
机场、地铁等行业提供专业型、服务型与技能型人
才。公司总部设在常州，已经建立了盐城 连云港 泰
刘良仓
州 南京 合肥 徐州 平凉市 等全国 30 几个分公
司。公司正在大力华中、华东、华北、西南、西北
等市场，随着国家对整个人力资源行业的规范和政
策性扶持，未来我们会成为国内知名，运作最规范
的人力资源集团公司。

15077836337

文鼎集团创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专注于解决客
户终端问题的专业外包服务机构。集团旗下拥有五
大运营中心，30 余家分支机构，管理团队 300 余人，
服务企业逾千家。业务跨足电子机械、光电、新能
源、医疗护理、家政安保、金融物流等行业。年服
务人员供应量突破 100000 人次。先后获评“江苏省
雷新寿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骨干企业”
、
“江苏省诚信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
“江苏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优秀服务
产品”
、
“最佳制造外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
“中国
最佳雇主”
、
“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奖”等荣誉，
2019 年 4 月，更是被认定为“苏州市吴江区 2018
年度平台经济领军企业”
。

18862599155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注册地位于宝
应县。经营范围为国内职业介绍。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651440070

朱颖

公司创建于 2011 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劳务派遣、
弹性用工、制造承包的人力资源企业。公司总部位
于江苏省泰州市，在镇江、扬州、盐城、徐州、宿
迁、安徽滁州、河南新乡、山西渭南等地设有 20 多
家分支机构。公司先后获得了“2015 年全省诚信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
、
“2017 江苏省人力资源服务业骨
刘威林
干企业”
、
“泰州先进基层党组织”
、
“泰州基层先进
工会”
、
“泰州工人先锋号”
、
“泰州五四红旗团支部”
，
“泰州市青年文明号”
、
“泰州市和谐劳动关系企
业”
、
“泰州市企业送工服务突出贡献奖”
、
“泰州市
服务企业用工先进单位”
、
“泰州市十佳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
、
“泰州市消费者放心品牌”等荣誉。

13641589289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元月，现有员工 11 人，办
公场地 200 平方米，有独立网站 www.jjrs.net(靖江
人才网）和新路程人力资源服务公众号。我们利用
自己的服务平台与全国 20 多家知名人力资源公司合
作，规范管理、诚信服务，逐步完善人力资源服务
标准化建设。目前已经形成集政策法规咨询服务、
求职招聘人员匹配、劳务外包（派遣）
、劳动事务代
理、社会化培训服务于一体的一条龙服务的完整产
业链。

13952608860

王裕增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靖江市宇飞
74

劳务派遣服
务有限公司

靖江邦瑞达
75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江苏奥体家
76

政服务有限
公司

泰兴市永丰
77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前身叫靖江市腾飞职
业介绍所，08 年我们成立了靖江市宇飞劳务派遣服
务有限公司，我公司是一家具备独立法人和劳务派
遣资质的专业性人力资源公司，是靖江市最早从事
第三方人力资源的专业性公司之一。我公司现有员
工 15 人，办公场地 100 平方米，有自己独立网站：
www.jjyfrc.com（靖江宇飞人才网）
、微信公众号：
靖江宇飞人才网，户外宣传显示屏。经过十四年的
发展，我公司已形成集劳务派遣、政策咨询服务、
职业介绍、人力资源招聘、劳务外包、劳动事务代
理等多项服务的全面型人力资源公司。

孙锋

18262311010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注册资金 200 万元，
办公面积 180 平方米，公司现有员工 22 人，其中高
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1 人，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 人,
会计师 1 人，律师 2 人。我单位利用人力资源专业
管理优势，本着为企业规范用工管理总体要求，帮
助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制定《员工手册》
，签订
集体合同，积极动员企业全员参加社会保险，按时
足额支付工资，极大地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朱黄云

15850895589

公司创办于 2000 年 3 月，其服务宗旨是“为政
府分忧，为群众解难”；行动目标是建一流队伍、
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绩。公司守法经营,依法纳税
信用状况良好,信用管理制度健全，几年来公司无一
例件投诉案件发生，享有较高的社会满意度和美誉；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与劳动用工人员签订合同，交
褚娟风
纳社保，关系和谐，无任何矛盾纠纷，对超过就业
年龄段的劳务用工人员，缴纳意外伤害保险，让用
工劳动者安心就业，让企业放心用工。公司还制定
了公司各项用工制度，用工制度规范了就业程序，
加强了用工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劳动
用工条例，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

13626138119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主要业务为：
（一）
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二）为用人单位和居民家
庭推荐劳动者；
（三）开展职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服务；
（四）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
（五）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职业信息服务；
（六）
组织职业招聘洽谈会。开展境内职业介绍业务要本
着合法、诚实信用、公平、公开的原则，遵守有关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按时参加年审，自觉
接受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13901434246

吴冬梅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泰兴市祥鑫
78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无锡弘业人
79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兴
化分公司

兴化市天润
80

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兴化市建兴
81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泰州三水人
82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集劳务派遣、物业管理、
家政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型公司。
“信誉第一、质
量第一、服务第一”是公司永远遵循的宗旨。
“爱心
耐心 热心 细心”是我们公司的服务精神。我们愿
真诚地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造品牌公司。公司拥
唐雪红
有一批专业技术和质量管理人员，坚持科学管理，
紧抓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安全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
善于采纳客户的意见和建议，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最
大的追求”
。公司经营范围：劳务派遣、家政服务、
职业介绍、保姆月嫂、专业搬家、外墙地毯清洗等。

13952654299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目前兴化分公司除为无锡
部分单位招聘派遣员工外，还为兴化市邮政局、质
量技术监督局、财产保险公司、华通运输公司、人
民银行等单位派遣员工，共 1000 多人。为加强劳动
者的技术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本公司与
兴化文达职校开展合作，定期对派遣员工组织免费
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受到了用人单位
的一致好评！弘业人力资源公司与文达职校配套联
合、优势互补，实现了人才招聘、人才培训、人才
就业的无缝连接！

戴卫国

13815908919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
注册资本金 200
万元，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劳务派遣业务，与
兴化市公安消防大队、兴化市戴南镇消防中队及兴
化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戴南中队都有合作关系

郭筱燕

18961053560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集职业教育投资、
人力资源服务、互联网招聘以及企业管理培训咨询
于一体的产业化公司。公司拥有八大运营中心，十
多家人才服务管理机构，二十多家人才终端管理网
点，是江苏省一家致力于蓝领人力资源全产业链深
度开发的综合性企业。

周永建

13951177866

公司是经泰州市工商局、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批准,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从事职业介绍、
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事代理、职业培训、劳动
事务代理、劳动政策法规咨询服务等业务资格的综
合服务性公司。三水人力立足本土，致力成为具有
领先水平的人力资源及相应流程外包服务的供应
商。公司以“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做最专业
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为宗旨，奉行“诚信至上、
谋求长远、互利共赢、节约成本”的经营理念，为
广大企业及求职者提供最省心、最贴心的服务。

黄艳芹

18262331198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安祝欣企业
83

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姜堰区鸿翔
84

人力资源开
发服务有限
公司

苏州工业园
85

区艾克斯人
力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为企业服务的公司，并持有人
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和劳务派遣许可证。 主要职能是
为广大企业客户提供劳务外包、员工培训及派遣、
人事事务代理、自动化及机械电气研发及生产外包、
建筑施工总包分包等方面之服务。目前服务有 8 家
世界 500 强企业、13 家中国 500 强企业及 20 余家全
球知名企业，年均输送优质人才超 10 万。公司以“诚
信、责任、专业、创新”的经营理念，以“服务用
人者、保障劳动者”的服务宗旨，以“致力学习、
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为各类客户提供专业化、
标准化 、规范化的服务。

孔鹏

13914417299

公司是 2004 年依法并经省人社部门审查批准市
工商部门登记建立的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公司注册
资本为 200 万元。公司多年来坚持以依规依法、诚
实守信、服务大众为宗旨,开创以来无违规违法的行
为、无未了结的经济纠纷、无投诉。公司现有经营
场地 300 平米，另有职工公寓 2500 平米,服务设施
齐全，员工上下班有专车接送。2018 年我公司先后
与十九家企业有输送、派遣、外包合作,其中与两家
世界 500 强企业合作;与全国各地十多个省市县的劳
动部门学校等 30 多个人力资源单位组织劳动力的合
作,比较好的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黄玉龙

15751153906

公司于 2007 年 07 月 27 日在苏州工业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
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12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
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
经营职业中介、信息、指导、咨询服务；劳务派遣
经营；产线制程改善；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 上官冲冲
询；以承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生产流程处理、品
质检测处理、信息技术服务；保洁服务、物业管理、
搬运装卸服务、起重吊装服务；室内外装饰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绿化
养护等。客户的满意一直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18729222755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1、服务于民。
“面向社会、服务于民、发展资
源”是时代金鹰一贯的理念。在服务过程中，我们
定期与外派员工分享成长和工作的结晶，通过信息
的收集和分析总结，能够及时解决求职者实际困难。
2、服务于社会。公司在稳健经营的同时还不忘
回馈社会，奉献爱心，热衷慈善公益事业。从 09 年
成立至今，公司持续资助贫困山区、革命老区的贫
困学生，员工们时常义务献血，为需要的患者送去
浓浓爱心。
3、服务于经济发展。时代金鹰的最终目标不是
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千方百
计在扩大就业方面作出努力，围绕扩大就业开展业
务。近年来，公司为泰州及周边地区的各大企业派
遣劳动力的上万人次，
中介成功人数达到 6000 多人，
为泰州经济建设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陈丽

18796707272

江苏盛大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集人才派遣、互联
网招聘、定制化外包、教育培训，工业智能化解决
方案，企业管理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发展至
今 6 年，现有员工 100 余人，已在全国 12 个省 50
个城市成立了 100 多家分公司和加盟店，为全国 20
余个城市 200 多家企业提供可靠、专业、优质的人
力资源解决方案.未来五年，公司将倾力打造“中国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行业知名品牌”，目前努力缔造
一个在校学生 30000 人以上、线上精准用户群超 1
千万、人才服务终端机构 1000 家、稳定派遣员工规
模 10 万人以上的含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培训、服
务外包、人才派遣于一体的企业。

陶西刚

15896004610

泰州市辉友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公司于 2017 年在江苏省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批准登记成立，专业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一家公司，
注册资金 200 万元。公司着力于为用人单位提供从
招聘到离职一站式服务与咨询，竭诚为您提供：劳
务派遣、劳务外包、产线外包、人事代理、委托招
王春红
聘、代缴社保、代理招聘、兼职服务、特色团体商
业保险、特色员工体检等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您将
从繁琐的人力劳动事务中解脱出来，避免难缠的劳
务纠纷，让您轻装上阵、灵活用工、降低成本、效
益倍增，专注于品牌、生产及技术开发等核心竞争。

18852666266

江苏时代金
86

鹰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
司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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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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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天盾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主要从事生产线外包、
劳务派遣、人事代理、人才推荐、劳务信息咨询以
及大中专毕业生实习就业服务等。2017 年度被评为
江苏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单位；是泰州市就业
促进会会员单位、泰州市海陵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姚汉平
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秉承“天道酬勤、盾入众心”
的经营理念，立足泰州，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
积极顺应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化发展趋势，致力于成
为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为目标，并积极谋求
成为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13921715899

泰州祝泓人
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由泰州市高港区行政审批局批准成立，注
册资金人民币 200 万，经泰州市高港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认定的持有劳动局颁发的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是专业的人力资源
外包服务提供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企业管理服
陈志霞
务、职业中介、劳务派遣、人事外包、生产流程外
包、生产工段外包、工厂运营管理、金融服务外包、
餐饮服务外包、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企业
员工培训、人力资源战略咨询等多项服务。

15052303738

泰州金源通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9 年，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我们为
客户提供人事代理、工资与薪酬服务、人才招聘、、
劳动关系管理、咨询与培训等全方位、多层次、高
效率的人力资源服务。我们的服务团队在人力资源
李武祥
招聘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对人力资源招聘每个环
节都有独到见解，并为其提供最恰当解决方案，公
司注册资金 200 万，与泰州地区可胜科技、安特源
电子、恒安科技、各企业建立人力战略伙伴关系。

18994668783

泰州看睦人
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是 2018 年成立于海军诞生军基地白马镇，
主要运营人力资源、劳务派遣、招聘、人事代理、
岗位外包、财务与税务策划。致力于为更多顾问型
人才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一体化的劳动人事和财税结
算服务，也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灵活用工专业服
务。是一家致力于全产业链人力资源管理的综合性
企业。

钱小进

18994607777

泰州市达威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达威人力，中国的一家成熟型的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位于江苏省泰州市。公司主要
经营项目有人事外包、劳务派遣、岗位外包、代理
社保、代理公积金的服务机构。达威为不同客户提
供多种服务，包括：工厂与制造业，零售业，学校，
医院等等。达威通过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
从而提升客户核心业务领域的运营效率。

单京

17327831313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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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顺泽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公司致力于成为泰州本土有价值的人力资源公
司、劳务派遣、产线承包企业，我们旨在帮助客户
更加善用劳务派遣，从而获得人力资源公司经营上
的成功。作为经由政府部门批准和认可的人力资源、
张永连
劳务派遣专业机构，我们始终坚持诚信、道德的品
牌服务，聘请多名在政府、企业里从事劳资管理的
资深顾问，积极探索劳务派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
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思路。

18652651352

泰州汇成企
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公司经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持
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是
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泰州汇城企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人力资本经营服务专家，
让人力资本实现最大价值，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并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汇城力求对客户提供
更好的人力资源整体解决方案和人力资源服务。

袁华

13701429117

苏州优聘人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泰
州分公司

公司主要经营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
单位和居民家庭推荐劳动者；开展职业指导、人力
资源管理咨询服务；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以
服务外包的形式从事电子产品、机械产品生产线的
外包服务；网络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派遣经营。我
们有最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目前团队
人数有 10 人，我公司是人才中介公司行业内知名企
业。

贾乐乐

15505133666

泰州金硕源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为客户提供人事代理、劳务派遣、人才招
聘、福利保险、劳动关系管理、咨询与培训等人力
资源服务。我们的服务团队在人力资源招聘领域有
着丰富的经验，对人力资源招聘每个环节都有独到
见解，并为其提供最恰当解决方案，公司每年为近 1
万名学子提供优质的就业管理和前沿的教育资讯，
与泰州地区可胜科技、纬创资通、纬立电子企业建
立人力战略伙伴关系，人才服务终端机构遍布国内
各大城市。

杨二飞

13915400455

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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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河南化工技师
学院

郑州工商学院

开封市国华技工
学校

河北水利电力
学院

简 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院创建于 1978 年，隶属于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属高等职业教育范畴，
是河南省唯一一所省属公办化工类技师学
院。学院占地 300 亩，总建筑面积 20 万余㎡，
现有学生 13200 余人。学院设三院三系一部，
学院现有在职教职工 276 人，开设 40 多个
常设专业和技能高考班、技能留学班。办学
40 年来，
学院为社会输送了 4 万多名毕业生，
为社会培训各类实用型技能人才 4.5 万多
名。

卢秋瑜

13639693757

学院是 2016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
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学院前身为河南理
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创建于 2002 年，是河
南省第一所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现有工学
院、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等六个院（部）
。历年就业率均达到 95%以上，
在 2019 年中国由非双一流大学创办的民办
大学排行榜中位居全国第四、河南第一。

马瑞良

13393750815

学校是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批准的全日制技工学校。学校分东西两个校
区，占地 200 亩，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由
多家外资企业以实质性的投入合作、参与办
学、参与管理，旨在准确掌握学生学业、综
合素质等基本情况，以满足企业对各种技术
人才的需求。

张宝香

18937872612

学院是河北省教育厅直属、与沧州市人
民政府共建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现有七
院三部一中心，设本科专业 21 个，专科专业
21 个。现有教职工 552 人，其中专任教师 477
人，研究生学历教师占 70%以上，“双师型”
教师占 60%以上。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11527
人，其中本科生 5666 人，专科生 5861 人，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4 年一直保持在 97%以上。

侯锡铭

18732758818

院校简介

张家口市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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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

邵阳职业技术
学院

郴州技师学院

郴州职业技术
学院

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以培养高端技能型
专门人才为办学目标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是
全国首批启动的高职院校，由原张家口大学、
张家口农业机械工程学校、张家口工业交通
学校三所学校合并组建而成。学院现占地
425.9 亩，建筑面积 14.3 万平方米，现有
全日制在校学生 近 5000 人，在编教职工
435 人。设有 8 个系和基础、社科、体艺 3
个部，在办专业 28 个。办学多年来，学院
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70000 多人。

刘斌

13903137699

学院成立于 2003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教育部备案、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主
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占地面
积 426880m2，总建筑面积 203565m2。设有四
系三院三部，现有在职教职工 390 人，在籍
在校学生 7468 人。先后被评为湖南省高等学
校就业先进单位、省职业技能鉴定先进单位、
邵阳市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市综合治理
先进单位、市公众满意学校。

肖坤华

13974951933

学院位于人杰地灵，风景秀美的郴州市，
北倚苏仙岭，是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
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占地面积 308 亩，
总建筑面积 9.5 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制造、
汽车工程、信息工程等六系一部，开设 21
个专业，在校生 6500 人。

罗雄

13875515725

学院位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享有
“中国女排腾飞基地”
、
“有色金属之乡”的
湖南“南大门”——郴州市。是湖南省示范
性高职院校，学院是以装备制造、土木建筑、
信息工程、财经商贸和旅游酒店为特色的综
合性普通高等院校，现有学生 8000 余人，每
年为湖南本地、珠三角及长三角等地用人单
位培养 2000 余名优秀毕业生。我校毕业生勤
奋努力，技能优良，大多成为了用人单位的
骨干中坚力量，深受各用人单位好评。

曹文生

13975703886

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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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联合大学

铜陵职业技术
学院

铜陵技师学院

淮南联合大学成立于 1984 年 9 月，是经
省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普通高等专
科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800 余亩，学校现设
有 8 个系及电大成人教育学院、基础课部、
思政部和实训中心等教学单位。目前，普通
专科常设招生专业 49 个，
“开放教育”本科
专业 10 个，在职教职工 400 余人，各类在校
学生近万人。近几年毕业生当年就业签约率
达到 95％，连续获得“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就业
质量和就业水平在安徽省同类高校中名列前
茅。

杨同前

13855418651

学院于 2000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升格
为高等职业学校，是铜陵市唯一市属全日制
高等院校。学院占地 1051 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各类在校生 2 万人，教职工 412
人。学院设有 13 个教学单位，高职开设 36
个招生专业，电大开设本科专业 44 个、专科
专业 39 个。五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有近两千名毕业生留铜就业创业，
面向地方开展职业培训、继续教育、技能鉴
定共计 26000 多人次。

汪 炜

18905628025

学院系集中高职教育、职教高考、中高
级工、预备技师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为一体
的全日制公办综合性职业学校，首批国家改
革发展示范学校和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占
地面积 38.7 万平方米，学校下设 6 个二级分
院共 31 个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72 人，全日
制大中专、高级技工、预备技师学生 9242
余人。自 2012 年合并资源、集中办学以来，
毕业生双证书合格率达 91%，就业率达 98%
以上，综合素质受到用人单位一致好评。

鲍俊生

13866518818

院校简介

12

13

14

15

淮南职业技术
学院

阳新县职业教育
中心

景德镇陶瓷大学
科技艺术学院

景德镇学院

学院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
备案的一所普通高等院校。学院现有 2 个校
区，占地 625 亩，建筑面积 21.7 万平方米，
全日制在校生规模 1.2 万余人。现有教职工
472 人，其中专任教师 318 人，具有副高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 126 人，
硕士及以上学位 142
人。学院设有 10 个教学单位，开设 30 多个
专业。多年来，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名
列全省同类院校前列。

胡道成

13955401876

阳新县职业教育中心是阳新县办学规模
最大的一所公办学校。是 2008 年整合阳新电
大、阳新卫校、阳新中等职业学校三校而成。
学校占地面积 110 亩，现有教职工 208 人，
其中专任教师 141 人。目前在校生 2475 人，
开设专业 11 个。学校现已成为阳新县乃至黄
石地区规模较大的基础职业教育中心、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龙头学校、面向农村社会的成
年人教育基地。

卢金星

18168989138

学院由景德镇陶瓷大学申办，经江西省
发展计划委员会、江西省教育厅批准成立、
教育部确认的一所本科独立学院。学院于
2001 年 8 月成立，2002 年开始招生。设有 6
个教学管理部门，设置 7 个学科门类的 27
个全日制本科专业，目前在校生 5600 余人。

汪凌云

18979859669

是一所多科性全日制公办地方本科院
校。学校现有规划用地面积 2025 亩，一期建
设用地 1031 亩，一期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
米。设有 10 个教学二级学院，本科招生专业
28 个。各类在校生 9058 人，教职工 665 人，
其中专任教师 450 人，
。办学 40 多年来，学
校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 10 万余人，成为景德
镇及周边地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陈斐

13707981897

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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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国惟一一所以陶瓷
命名的多科性本科高校。校现有新厂、陶研
所、湘湖三个校区，占地 2000 余亩，设有
11 个教学院（部、系）及研究生院、国际学
院、创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独立学院—
—科技艺术学院。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
万余人（含独立学院）
，其中，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1300 余人。现已发展成为全国乃
至世界陶瓷文化与陶瓷艺术交流、陶瓷人才
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孙传浩

13767808839

学校是 2003 年 6 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
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专科层次
普通高校，江西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学校设
有护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机电与新
能源汽车学院、财会金融学院、电商与旅游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基础部、军事体育
部等教学单位，面向全国 20 余个省市招生，
在校生 1.6 万余人。

万发瑞

13707959752

宜春学院

学院前身是 1958 年创办的宜春大学。
2000 年 1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宜春
师范专科学校、宜春医学专科学校、宜春农
业专科学校、宜春市职工业余大学合并升格
为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学校现有本部校区、
北校区和新校区三个校区，占地 2020.64 亩。
全日制在校生 17860 人。现有教职工 1414
人（含工勤人员）
。

李林荣

13970548797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是吉林省重点大学，是吉
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建设的学
校。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
理学、工学六大学科门类；现有 34 个本科专
业，现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外国留学生
13000 余人，现有教职员工 914 人，其中专
任教师 578 人。,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保持较高水平，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
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口碑，被誉为“税
务系统的黄埔军校”
。

张文明

13504406767

景德镇陶瓷大学

宜春职业技术
学院

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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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是中央与地方共建，陕西
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
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实施院校。学校现设 16 个学院和 1
个教学部，设 67 个本科专业。现有教职工
250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800 余人。学校现
有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18000 余名，博士、硕
士研究生近 7000 名。当前，学校正在为全面
建设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
的国内一流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而努力奋
斗。

朱中华

18991916199

咸阳师范学院

学院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省属本
科院校。校园占地 800 余亩，有实习实训基
地 2650 亩，校舍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学
校现设有 16 个二级学院、33 个研究机构，
有本科专业 54 个。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5000
余人，留学生 30 余人。现有教职工 1250 余
人，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 400
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占比 80%以上。

刘连新

13892988073

学院是一所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辖设临潼医学
校区和西安培训中心，设有 8 个二级学院，
现有在校生 12000 余人，专任教师 480 人，
开设专业 47 个。60 多年的办学历史，积淀
了深厚的校园文化精神，形成了“下得去，
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素质品牌和拼搏奉
献、求实创新的“太阳石”精神。

任向明

13892947296

学校是由人社局批准成立的一所职业资
格和专业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劳动职业技术学
校。学校创办于 2009 年，占地 4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学校教学设施设备齐
全，教师队伍结构合理，专业教师技能精湛。
努力使学生走上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的
成才成功之路。

张新峰

13753778634

陕西能源职业
技术学院

古县劳动职业
技术学校

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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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阳县第一职业
中学校

齐鲁理工学院

江苏省经贸技师
学院

江苏盐城云科技
技工学校

寿阳县第一职业中学校建校于 1986 年，
1995 年被国家教委认定为省级重点职业高
中。 学校占地面积 25339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708 平方米，有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
学生宿舍楼、后勤服务楼各一幢，有语音室、
财会模拟室、理、化生实验室、琴房、画室、
练功厅等专业教室 13 个，教学仪器、教学设
备、体育器材均按国家和省地有关标准配备，
完全满足正常的教学需求。目前学校有 13
个专业，20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1254 人，
教职工 86 人。

牛跃武

13152888849

齐鲁理工学院成立于 2005 年，其前身为
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独立学院），2014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普通本科高校。
校园总占地面积 1500 余亩，学校建有济南、
曲阜两个校区。下设 10 院 1 部，开办本科专
业 42 个。现有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占
42.92%，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占 70.87%。
现已成为一所以理工学科为优势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2018 年顺利通过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杨圣党

18954515777

学院创建于 1986 年，隶属于江苏省粮食
局，是一所省属国家级重点职业技术学校。
学校设有粮油食品、机械工程、电子信息、
汽车工程、经济贸易 5 个系，有粮食、数控、
机电、报关、物流、汽修、电子、服装、计
算机等 26 个专业。学校现有各类学生 6000
余人，教职员工 297 人。

陈佳山

13961372537

学校是经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批准，江苏省人民政府备案的一所全日制综
合性省重点技工学校。学校拥有一支长期从
事职业教育和管理的高素质、高水平、高技
能的师资队伍。学校办学成效显著，全日制
毕业生已超万名，历届毕业生供不应求，多
数毕业生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赢得
了广大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和广泛的社会
赞誉。

赵忠明

1826122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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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徐州机电技师
学院

江苏省盐城技师
学院

盐城市生物医药
技工学校

学院是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主管的全日制高等学校，是
苏北地区唯一的信息类职业技术学院，创建
于 1978 年，前身为淮阴电子工业学校。学校
占地 1080 亩，建筑面积 30.5 万平方米。设
有 10 个教学单位，设置 49 个专业及专业方
向，现有在校生 11000 余人，教职工 600 余
人。建校以来，为全国各条战线输送了 6 万
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刘步中

13912080391

学院是 1978 年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省属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于江苏省应急管理
厅，同时还是徐州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
学院现占地 150 余亩，校舍面积 102400 平方
米，现设有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数控技术
及商贸管理四个系，开设二十多个专业。现
有在校生 6000 余人，学生学习期满经考核合
格后颁发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和技能等级证
书，确保毕业后安置就业。

苑建

15952200125

学院创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94
年被国家劳动部评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重点
技工学校，2007 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全省首批副厅级重点技师学院，更名为“江
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设有八个二级学院，现
有全日制在籍生 1.4 万多人，600 多名专职
教师。毕业生受到了越来越多用人单位的青
睐，就业率多年保持 100%，企业满意率 98%
以上，就业质量列全国第一方阵。

王晓冬

13961977071

刘秀红

13914671208

学校是经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批准成立的，是苏北唯一一所培养医药技术
人才的学校。办学形式以全日制普通中专为
主，同时还有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高中起
点中专、大中专套读、高职、成人函授大专、
远程教育专科和本科、劳动技能培训等。开
设有护理、药品营销、药剂专业。毕业生就

业率达 100％，“双证书”率达 96％以上。

院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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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技师学院

学院是由省、市两级政府共同投资兴建
的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学院占地面积 300
亩，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学院实施院系二
级管理，设置 5 个教学系部，开设专业 22
个，目前学制班在校生 6385 人（含湖滨校
区）
，年社会培训 2 万余人次，学生首次就业
率 100%，就业稳定率 95%以上。建校 30 年以
来，已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技能人才 20 余万
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办学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的高度认
可。

王涛

15052745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