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室内装饰企业岗位需求表（6.15）
企业名称 岗位类别 人数 性别 聘岗条件 工作地点 联系电话、邮箱

乌海市恒天装饰有限

责任公司

设计师 2 不限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乌海市海勃湾区长青西

街正远家具城一楼西厅

18704734333

1642303573@qq.com监理师 2 男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乌海市新锐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师 2 不限 有设计经验

乌海市海勃湾区扶贫养

殖小区 13-3

13304738844

1162847800@qq.com

乌海市红叶装饰有限

责任公司

设计部设计

师
2 男

相关专业毕业，熟练使用 CAD、PS、

3DMAX 等软件，5-10 年以上装饰设

计工作经验。

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

西街北二街坊方圆新村

A区 C座 07 号

18647319109

279430527@qq.com
项目经理 2 男

相关专业毕业，熟悉家装流程，组

织协调能力强。

内蒙古醴泉枫叶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设计师 5 不限

熟练操作相关软件（CAD、酷家乐、

三维家等），能独立量房、出设计

方案、做预算等。

兴安盟突泉县

15174790777

1368174756@qq.com

家装橱柜设

计师
5 不限

设计创意能力强，对时尚和潮流非常

敏感，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较强的

责任心，良好的职业道德。

精英业务员 5 不限 口才好，沟通能力强。

业务经理 2 不限
有一定的团队管理经验，协助团队

成员完成业务洽谈。

工程部助理 5 男
了解装修流程、材料价格、能独立

处理施工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前台客服 2 不限

形象好、气质佳、沟通能力强，负

责前台接待与客户回访及其他行

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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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岗位类别 人数 性别 聘岗条件 工作地点 联系电话、邮箱

亚太联合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装饰工程技

术员
2 男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具备装修图纸

识别能力，有责任心和事业心，会

CAD、3DMAX 软件。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

镇

15894926868

634266885@qq.com

设计师 1 男 会相关软件

造价员 1 男

了解人工费、材料预算及定额计算。熟悉

图纸，性格稳重。道德品质好，具备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操守。

内蒙古中汇建设有限

公司

技术人员 2 不限
会办公软件、管理、建筑施工技术

等相关专业知识，男同学优先。 鄂尔多斯市、呼市
15048763141

1455073101@qq.com
设计员 2 不限 会画 CAD 图等相关软件

内蒙古三禾建筑装饰

有限责任公司

装饰工程现

场管理
2 男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具备装修图纸识

别能力，有责任心和事业心，能吃苦

耐劳，家庭住址在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13624771115

shzs2008@126.com
设计师（水

暖、电气）
1 不限 会相关软件

锡林郭勒盟波涛装饰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1 不限
3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

业，有建筑建材行业经验优者优先

锡林浩特市腾图国际 1

号楼

18004795958

1039128309@qq.com

市场部销售 1 不限
学历不限，沟通表达良好，普通话标准，

和客户涌通有耐心，灵活变通。

设计部经理 1 不限

大专及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室内装

饰行业或同目标客户行业工作经

验及管理经验。

设计师 1 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室内装饰或相关专

业，对装修设计有独特的理解并熟

悉当前装修设计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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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波涛装饰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市腾图国际 1

号楼

18004795958

1039128309@qq.com

设计助理 1 不限

景观、园林、规划等相关专业专科，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熟练使用

CAD、酷家乐、3DMAC 等软件。

工程部经理 1 不限
35 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同行

业任职 3年以上。

工程部监理 1 不限
35 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同行

业任职 3年以上

工程部客服 1 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会使用基本的电脑

常识，excel、word、ppt 等熟练

掌握。

锡林郭勒盟华艺圣风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测绘技术员

（市政工程）
1 男 大专以上学历

锡林浩特市
13947999888

nmhvzs@163.com资料员

（市政工程）
1 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

二连市豪悦室内外装

饰装修有限公司

资料员 1 男 大专以上学历 二连浩特市苏尼特街广

源商业楼 1号

18604791589

3050876420@qq.com预算员 1 女 大专以上学历

内蒙古景晟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效果图设计

师
1 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动漫设计等艺术设

计类相关专业；精通过 Dmax、Vary

等主要制作软件及各种渲染插件；

熟练使用 Photoshop 等平面设计

软件及 AE 等视频后期处理软件；

可独立完成从建模到材质、帖图、

布光、动画、渲染、后期等一系列

工作；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

锡林浩特市新区顺达写

字楼景晟建筑装饰

18647940818

1870243139@qq.com

mailto:3050876420@qq.com


企业名称 岗位类别 人数 性别 聘岗条件 工作地点 联系电话、邮箱

内蒙古景晟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市新区顺达写

字楼景晟建筑装饰

18647940818

1870243139@qq.com

室内方案设

计师
1 不限

室内设计、环艺或相关专业大专以

上学历，三年以上室内装饰设计相

关工作经验；熟练应用劲ds Max、

AutoCAD、Photoshop 等相关设计

软件；了解装修专业相关设计规

范；责任心、创新意识强，具备良

好的理解和沟通力，具有团队合作

精神。

工装深化设

计师
1 不限

建筑、环艺、室内设计等相关专业大

专以上学历；熟练使用绘图软件、了

解施工工艺；熟悉工程设计标准和各

项要求，熟悉国家相关行业的规范；

对各种细部处理、节点、收口做法非

常熟练；施工经验丰富，了解材料及

设计概算方面的知识；有良好的理解

和沟通能力，较强的组织协调、团队

协作能力及解决总是的能力。

装饰工程项

目经理
1 不限

5年以上工作经验，主持过2个以上

大型精装修项目者优先考虑；稳定性

良好，专业技术背景雄厚，熟悉施工

工艺和质量规范；有良好的商务意

识，对工程开源节流的计划、实施、

纠正、过程分析有较我好的把控。有

较强的现场管控能力，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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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景晟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市新区顺达写

字楼景晟建筑装饰

18647940818

1870243139@qq.com

质检员 1 不限

建筑类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

有建筑装饰装修质检员岗位工作经

验及现场施工经验者优先；具有一定

的组织协调能力，认真勤奋，吃苦耐

劳，适应项目现场生活；了解国家和

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并能熟悉运

用。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装项目经

理
3 男 有工作经验

锡林浩特市

13947999961

1335704269@qq.com

工装设计师 3 不限 有工作经验

预算员 2 不限 有工作经验

建筑施工员 2 不限 有工作经验

家装项目经

理
3 男 有工作经验

家装施工员 2 不限 有工作经验

全案设计师 3 不限 有工作经验

营销总监 2 不限 有工作经验

设计实习生 3 不限 有工作经验

锡林浩特市锡点三鑫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 1 女 带证上岗，做公司外帐。 锡林浩特市广达新城南

5#楼 01051
15247931113

办公室 1 男 带驾驶证，做办公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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