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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政策

关键词：《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

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网站了解到，为减少因家用电器超年限使用对消费者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导消费

者适时更换家用电器，形成更加合理的产品使用及生命周期，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组织我国家用电器行业制定《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标准，为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这一

公益性消费提醒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1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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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

关键词：空气净化

1 月 8 日，2020 年第七届中国空气净化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顺利召开。

http://www.shushizhineng.cn/news/show.php?itemid=46500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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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关键词：天加

2020 年 1 月 8 日，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南京市人大代表、天加董事长蒋

立参加了此次会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40

关键词：盾安

1 月 10 日，盾安环境年度总结表彰会在浙江诸暨召开，现场近 300 名参会同事与珠海、芜湖、合肥、

重庆、苏州、天津、泰国等 12 个分会场视频参会人员共同回顾这难忘的一年。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46

关键词：江森自控

2020 新年伊始，江森自控从 3700 余项提名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收获 IoT Breakthrough*颁发

的全球“年度物联网企业”大奖。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58

关键词：美博

一路冲刺、一路奔跑，全球首创共享空调物联网经济的美博空调，再次玩出温情营销的新高度。继去

年品牌广告登陆全国客流量最大的高铁站，开启温情营销序幕，赢得了亿万消费者的关注。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61

关键词：COL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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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宁波分中心温州苍南凤山家电成功销售 COLMO 微气候家用中央空调（180 一拖五）2 套，

完成宁波分中心首销，再次引发行业关注。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65

关键词：EK

日前，青岛地铁 2 号线西段隆重召开“保开通”建设表彰大会，EK（广东欧科空调制冷有限公司）凭

借着优异的技术水平和低碳节能的产品特性，在青岛地铁 2 号线西段开通中荣获“先进单位”称号。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70

关键词：思科

时间步入 2020 年，1 月 10 日晚，思科制冷 2019 年度表彰大会在东阳市宝悦君亭大酒店隆重举行，

思科制冷公司领导、供应商和员工代表 400 多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大家欢聚一堂，畅谈经营成果，切

磋行业前程，共享丰收欢乐。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86

关键词：迪莫

2020 年 01 月 09 日，以“心梦想，新起航”为主题的万居隆工业园及迪莫环境科技武汉生产基地落

成典礼成功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87

关键词：日立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 2018-2019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颁

奖典礼，财富汇项目凭借过硬的配置及工程质量，荣获“鲁班奖”这一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

荣誉。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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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荏原

2020 年 1 月 8 日，“2019-2020 节能服务产业年度峰会”在北京落下帷幕，荏原冷热（中国）一直

致力于节能环保领域产品研发及系统集成服务，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与项目管理经验，一举斩获多项

大奖。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89

关键词：好享家

1 月 14 日，为了感谢好享家人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好享家 2019 年度颁奖典礼暨 2020 年度目标签约

仪式在南京维景酒店拉开帷幕。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2

关键词：格力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单位共同起草的《质量管理基于顾客需求引

领的创新循环指南》在企业质量管理和市场消费体验两大维度均获认可，成为国家标准为行业发展树

立匠心标杆！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6

1 月 10 日，张治平发了一条朋友圈，获得了 362 个“点赞”，这几乎是他通讯录里的全部人数。在

这条朋友圈的照片中，他作为格力离心机项目研发成员代表抱着“国家技术发明奖”的证书站在人民

大会堂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58

关键词：三星

三星中央空调与方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以方远天韵水岸、方远天璟御府项目为突

破口，为房地产行业打造理想舒适人居的标杆。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8



地址：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路 8号常州恒生科技园 2号楼 603 室

电话:0519-85607235 / 85607236 传真：0519-85607603

1 月 15 日，以同心致远·“圆”见未来为主题的三星中央空调杭州办事处年终答谢会在杭州成功举办。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21

关键词：志高

2020 年 1 月 12 日~1 月 14 日，志高暖通 OEM 全球营销本部年会在江门鹤山召开，年会围绕“新

征程，从头越”主题进行，对过去一年的经营管理模式做出了总结，并明确了 2020 年的营销策略与

路线。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9

关键词：麦克维尔

麦克维尔参展 2019 年重庆药机展，全方位展示制药行业节能、净化、恒温恒湿等前瞻性空调技术。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02

2019 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整体下滑了 4%，在这一波剧烈震荡的市场中，麦克维尔秉承可持续发展的

策略，连续两年稳居欧美品牌市场第一名，且多个产品稳居市场前列。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55

关键词：三菱重工海尔

2020 年 1 月 15 日，三菱重工海尔 2019 年总结暨表彰大会在青岛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19

关键词：海信日立

1 月 14-15 日，第九届中国公益节暨“因为爱”2019 致敬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青岛海信日立空调

系统有限公司凭借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杰出表现以及良好的公众综合评价，经提名推荐、评委

会审议，荣获 2019 企业社会责任行业典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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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23

关键词：奥克斯

凭借优秀表现，奥克斯荣获由运营商财经网主办的 2020 财经 TMT“领秀榜”“2019 年度最具影响

力家电品牌”奖项。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24

关键词：太阳雨

2020 年 1 月 14 日，由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绍兴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爱心暖冬”捐赠

活动，在绍兴市残联康复训练中心举行。太阳雨集团作为活动协办单位、爱心捐赠企业出席本次活动。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57

关键词：荏原

《暖通空调资讯》最新出炉的《2019 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草根调研报告》显示：整体下滑了 4%，2019

年的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总算在战战兢兢中交上了年终答卷。不过，在这样一格外艰难的市场环境下，

荏原依旧稳固前行，已经连续 8 年领跑溴化锂市场。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0

关键词：雅士

2020 年 1 月 17 日，“凝聚·提质增效 同心共赢”雅士集团 2020 年新春年会在山东潍坊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1

关键词：申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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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廿载图强，乘势而为”为主题的申菱 2020 年企业年会盛大召开，纵观整个行业 2019 年

的市场行情，呈现震荡下滑态势，申菱由于比较注重于细分市场，品牌定位及产品本身较为特别，在

数据中心、环保及工业、公共建筑等领域，依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75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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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信息

关键词：天加

近日，天加携手秦皇岛皓月·天玺，为 1000 户进行精装配套，目前，天加室内机、新风按期到货，专

业技术安装人员在现场积极安装，确保不耽误工期。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33

近日，天加多联机进驻石家庄国家国家电网办公楼也将成为天加多联机新的精品工程。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3

关键词：雅士

针对宿州市立医院要求的特殊性，雅士空调技术人员多次现场考察，结合实地情况与医院的特殊性质，

最终采用雅士 AAHM-H2 系列手术室用洁净空气调节机组和 ACS 系列风冷冷凝机组。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59

关键词：思科

1 月初，思科制冷河北煤改电事业部项目考察团来到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考察灵山镇“煤改电”项

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64

关键词：盾安

金-义-东整条线路的站台末端系统以及车载客室空调、司机室空调均由盾安中央空调进行提供，意味

着盾安中央空调在轨道交通迈向了新的领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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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0

盾安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凭借着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对于环境温度的精准塑造，得到了东北某

花卉交易市场的青睐，最终，30 台设备目前也已经先后入场，设备在完成调试和安装工作后，未来

将会承担起为该交易中心护航的职能。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74

关键词：Clivet

凭借 Clivet 机组出色的产品品质及性能，以及在海内外市场树立起的优质市场口碑，成功获得了成都

三医项目甲方的青睐，从一众竞争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中标品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3

关键词：格瑞德

近日，格瑞德集团主机公司生产的 10 余台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顺利发往秦皇岛，成功服务于欢乐

岛公园空调项目，为 2020 年的工作开启新的篇章。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97

关键词：美的

近日，济南地铁 2 号线首批美的磁悬浮变频离心机顺利到货，即将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此前，美的中

央空调服务济南地铁 1 号线、3 号线，而后又再次中标济南地铁 2 号线全线 19 个站点，项目采用美

的磁悬浮离心机、螺杆机共计 35 台，113 台组合式空调箱，全线 17 套美的 BMS 智能群控系统，设

备总冷量超过 8260RT。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07

关键词：三菱重工海尔

近日，三菱重工海尔中标的宁波勤大项目设备进场，意味着三菱重工海尔再树精装工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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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尔

2019 年，海尔中央空调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与新疆每日每夜连锁便利店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

每日每夜所有新开店面均采用海尔中央空调！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25

近日，铜陵市火车站项目中，海尔中央空调热泵机组最终完成相关调试，进一步对火车站使用空间的

空气环境进行优化和打造。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72

EHB 企业总部大厦选用了海尔中央空调的产品，目前已经进入了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伴随着该项目

的建成，海尔中央空调也又一次在区域市场上立下了优质样板。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73

关键词：瑞福莱

瑞福莱为秦岭悠然山度假酒店提供了节能降耗的定压补水装置、10000L 的常压罐与 5000L 的压力膨

胀罐，配合德国进口的毛细管空调系统，为光临悠然山的游客提供了极致的舒适体验，助力中国秦岭

悠然山高山湿地景区成为生态旅游的新标杆。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52

关键词：EK

日前，EK 凭借着创新的技术、稳定的产品性能和贴心的服务团队，成功斩获深圳市宝能中心项目，

为其提供高效、节能、稳定的舒适环境。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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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莱恩

莱恩新疆区域传来捷报，喜提金额 2100 万的昆仑佳苑小区“煤改电”供暖项目，据了解该项目位于

新疆阿克陶县，小区供热面积 15 万㎡，废弃之前燃煤锅炉采暖模式，改为更节能、更环保的莱恩空

气源热泵为该小区提供集中供暖。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59

关键词：扬子

冬季到来之际，扬子空调凭借极具优势的性价比、全程无忧的售后服务，顺利中标济宁实验小学空调

项目，第一批 200 多套已安装，为学子们提供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4

关键词：新科

2020 年伊始，新科环保在北方清洁供暖前线再传捷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河南长垣市集中

供暖项目成功运行，获得了政府领导和用户的衷心称赞。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2

关键词：荏原

荏原作为市场优秀的制冷机研发制造企业，近日斩获浙江石化舟山炼化项目机房，并为其提供 16 台

制冷机 700 万大卡，2020 年将再交付同型号设备 24 台，回收的巨量工业余热将为客户带来巨大的

经济和环保效益。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70

关键词：LG

近日，作为余热/废热利用的专家，LG 成都华润万象城分布式能源站项目顺利交付，4 台烟气热水机

将高效回收利用发电机烟气及缸套水余热为该项目提供制冷和供暖。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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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格力

近日，格力中央空调成功中标武汉轨道交通 11 号线二、三期，本工程中车站全空气空调系统末端设

备，采用成套自控节能装置，能实时监测室内外空气参数和室内空气质量，实现空气质量、能耗最优，

做到整体站点空调系统的舒适、健康、绿色节能。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68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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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信息

关键词：海信日立

2020 年 1 月 12 日，上海市首家“精工精心”中央空调服务中心举行开业剪彩仪式，标志着上海市首

家以空调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店铺正式运营，该服务中心的营业也为上海中央空调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37

关键词：三菱重工

就在刚迈入 2020 年的第一个月，三菱重工空调与 A.O.史密斯公司首次合作在湖南长沙开设了一家以

“全融合”为概念的专卖店。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38

关键词：三星

2020 年 1 月 8 日，由河北省空调与制冷行业协会主办、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当前经

济形势论坛暨三星产品推介会”在石家庄凯旋金悦大酒店成功举办。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54

1 月 9 日，一场令人振奋的盛会——三星中央空调 2020 年山东地区开盘会在济南举办，三星（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中央空调事业部部长李基容先生、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央空调事业部北区总监

王宝生先生、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央空调事业部流通课总监韩哲松先生、三星中央空调济南

办事处处长张剑先生、沈阳凯奕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先生等领导、经销商代表出席会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57

关键词：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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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美的家装生活体验馆六安二店闪耀绽放。近来，值得注意的是，家电终端营销在发生着

潜移默化的变化，单品陈列和单品牌营销的越来越少，集成和整合涉及到了终端用户所需求的一些带

“电”类产品，泛家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866

关键词：东芝

2019 年 11 月 5 日，东芝空调家用机新品上市启动大会在无锡隆重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01

关键词：约克

1 月 14 日，携手水世界·巅峰吉耀行，FY20 约克水生态中央空调杭州大区零售商年会在东阳横店·龙

景雷迪森庄园举行，共商杭州区域约克水生态的未来，再创辉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922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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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猎聘优选
【 渠道销售客户经理】

企业编号：124

外资企业 广州、深圳地区各 1 名

主要工作内容：

1.完成个人的销售目标；

2.负责覆盖区域的项目，直接参与重点项目；

3.根据公司销售策略，在负责区域全面推广 PI（Pressure Independent 压力无关）产品以及公司其他核

心产品；

4.负责管理与协调分销商、项目合作方；

5.作为分销商与公司之间的纽带，与公司内各个相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 ；

6.根据销售策略，完成相关的书面汇报工作；

7.完成公司布置的其它工作。

专业及工作经验要求：

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暖通空调、自动化控制相关专业毕业, 同时具有以上两种专业学历者优先；

2.至少 8 年暖通空调控制相关行业经验；

3.具有项目开拓，渠道管理和协调的能力；

4.外资企业相关工作经验；

5.熟练的英语口语及书面沟通技巧；

6.良好的普通话沟通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7.具有相关的产品知识与技能；

8.熟悉行业与竞争对手；

9.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10.具有开拓精神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11.诚实、努力并正直。

【 区域应用顾问】

企业编号：124

外资企业 深圳、北京地区各 1 名

主要工作内容：

1.与设计院及顾问公司建立起良好且持久的合作关系，并维护这种合作关系。

2.在顾问公司内，推动产品在具体项目上的品牌入围工作。

3.协助销售工程师解决设计院、顾问公司的配合问题。如：

a)对设计院、顾问公司的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推广。

b)对区域内重要工程、重要项目的信息进行主动收集分析。并在新产品的项目实际应用层面提供支持，包

括为公司撰写、编译文档。

工作能力要求：

1.熟悉中央空调工程的主要设备。熟悉其设计参数、运行参数、运行状况。

2.熟悉设计院的工作流程，了解国家相关设计规范和标准；

3.较强的图纸阅读能力，熟悉设备选型及了解专业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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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熟练使用 AutoCAD、天正等绘图软件和 PowerPoint；

5.有良好的、规范的文字表述能力；良好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6.可以阅读及理解暖通类、阀门类的普通英文技术资料；

7.能适应频繁的出差。

专业及工作经验要求：

1.暖通专业，全日制统招四年制（或五年）本科或以上学历；

2.在国内大型设计院从事暖通设计工作或房地产行业同岗位从业经历；中级以上职称；

3.对专业业务知识有较强的钻研精神。

4.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中央空调技术支持工程师】

企业编号：123

浙江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任职要求：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2.要求建筑环境、制冷、暖通或机电相关专业，会 CAD 制图；

3.有责任心、思维活跃；

4.有相同岗位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中央空调电气工程师/技术员】

企业编号：123

浙江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任职要求：

1.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或相关专业毕业；

2.熟练掌握 AUTOCAD 制图，熟悉 PLC 编程语言和原理；

3.有从事中央空调，暖通楼宇电气自动控制设计开发工作经历的优先。

【中央空调设计研发工程师】

企业编号：123

浙江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任职要求：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2.要求建筑环境、制冷、暖通或机电相关专业；

3.具有制冷、热泵系统（工业、商用）独立设计工作经验；

【工业冷冻销售工程师】

企业编号：122

外资品牌 陕北、陕南、新疆

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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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了解客户诉求，发掘潜在业务机会，完成销售业绩；

2.及时了解客户满意度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服务人员或上级领导；

3.为客户提供可行性业务方案，负责后续跟进、签约、收款等工作；

4.具有自身提升的意愿，具备较强的自学潜力，工作抗压承受能力强。

任职要求：

3.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制冷或暧通空调专业尤佳；

4.相关行业工作经验两年以上，熟悉工业冷冻产品、中央空调机房系统、水系统、末端空调系统、控制系

统的基本构成特点；

3.良好的空调冷冻产品或相关行业合作销售经验，大型企业销售经验更佳；

4.良好的沟通、商务洽谈、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善于交往并快速建立信任关系。

【工业冷冻销售主管】

企业编号：122

外资品牌 陕北、陕南、新疆

岗位职责：

1.积极了解客户诉求和预算编定时间或投资计划，发掘潜在业务机会；

2.及时了解客户满意度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服务人员或上级领导；

3.为客户提供可行性业务方案，负责后续跟进、签约、收款等工作；

4.及时向公司反馈市场信息及竞争对手动态，并扩大业务信息来源。

5.协调处理好客户、支持团队的业务关系，保障销售业绩的完成。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制冷或暧通空调专业尤佳；

2.相关行业工作经验三年以上，熟悉工业冷冻、中央空调、水系统、末端空调、控制系统；

3.良好的空调冷冻产品或相关行业合作销售经验，大型企业销售经验更佳；

4.良好的沟通、商务洽谈、口头书面表达能力。

【中央空调销售工程师】

企业编号：122

外资品牌 陕北、陕南、新疆

岗位职责：

1.积极开拓更多潜在顾客，及时推广公司产品及服务信息；

2.挖掘项目信息，完成个人销售目标；

3.为顾客提供各种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如咨询、商务谈判、交货等；

4.对负责项目进行及时跟踪，实时了解工程进展及各方面信息；

5.定期汇报销售情况，并进行市场调查及市场情报搜集；

6.与经销商、设计院、客户和工程公司等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业务关系网络；

7.及时追踪、全额回收货款。

任职要求：

1.机械、制冷、暖通及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2.具有 2 年以上销售经验，熟悉当地市场；

3.工作积极主动，抗压能力强，良好的沟通、团队合作及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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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售后】

企业编号：121

外资企业 上海、杭州

岗位职责：

1、 定期对经销商进行技术培训

2、 协助经销商做好售前方案设计

3、 现场安装, 设备维修, 及调试指导

4、 区域内技术推广及交流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年龄 25-35 岁，两年以上本行业工作经验

2、 暖通、空调制冷、建筑设备等相近专业

3、 熟悉水系统家用中央空调维修及采暖系统施工、调试

4、 熟悉家用中央空调的维修和保养

5、 熟练使用 Autocad 及 powerpiont 办公软件

6、 能适应短时间出差

【售后服务经理】

企业编号：121

外资企业 上海 10000-15000 元/月

岗位要求：

1、售后政策/流程制定，管理 400 电话和 CRM 系统

2、服务商签约和培训

3、管理/培训售后团队

4、拥有中央空调/水系统售后管理经验

5、男性， 年龄在 30-45 之间

【市场管理】

企业编号：120

日系品牌 无锡事务所

岗位职责：

负责区域内中央空调销售工作，渠道开发及维护，建立有效的经销商网络。

进行品牌推广及维护，参加招投标并给予经销商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完善的空调系统解决方案。

岗位要求：

（1）2 年及以上中央空调销售、推广经验，有销售市场管理或者渠道开发经验者优先。

（2）具备一定的销售技巧及商务谈判能力，具备独立开拓市场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有较强

的责任心。

【中央空调销售主管、中央空调销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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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编号：119

合资品牌 湖南办事处 五险一金 绩效奖金 通讯补贴 专业培训 免费旅游

岗位要求：

1、制冷或暖通等相关专业，大专或以上学历；具有 2 年以上销售经验；

2、负责湖南地区中央空调的销售，能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和进行商务洽谈；开发新的销售渠道等。

【空气能销售部长】

企业编号：118

常州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8000 元/月 招 1 人 南北大区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在所辖区域的销售与推广；

2、负责所辖区域内客户的开发、维护、管理；

3、开拓市场，完成公司制定的各项指标；

4、收集、分析辖区内竞争对手、市场信息并及时向公司反馈；

5、负责协助经销商网络开拓及技术支持类的指导工作

【中央空调、空气能售后】

企业编号：118

常州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6000 元/月 招 2 人

岗位职责:

1、对公司产品进行调试、安装、维修、保养；

2、负责客户的沟通，跟踪项目设备的运行情况，负责对客户的技术培训工作，发展维护良好客户关系；

3、吃苦耐劳，适应出差。

以上信息仅作为传播，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有关企业和个人信息，承诺绝对保密，不向第三方提供。

有意可咨询：0519-85607235/85607236 周女士邮箱：zy@ixu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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