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 
春季“空中”双选会用人单位需求信息表（学前教育专场） 

注：用人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1 四川笑脸宝贝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 成都启智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 成都市青羊区贝贝幼儿园 

4 成都市青羊区雏鹰幼儿园 

5 成都市乐幼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6 大邑县建华幼儿园集团简介 

7 锦江区四方幼稚园 

8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泰山双语幼儿园 

9 双流区九江街道蛟龙幼儿园 

10 成都市温江区优贝儿幼儿园 

11 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益儿益幼儿园 

12 思源幼稚园简介 

13 崇州市贝欣幼稚园 

14 崇州市崇阳镇金鑫幼儿园 

15 崇州市三江镇三江幼儿园简介 

16 都江堰锦兰幼稚园招聘简介 

17 成都市武侯区恩贝斯幼稚园 

18 温江区芳芳幼儿园简介 

19 彭州市金贝幼儿园 

20 天府新区新兴镇乖乖幼儿园 

21 温江区公平街办艺体幼儿园 

22 新都区思恩幼儿园 

23 新津县华艺幼儿园简介 

24 郫都区安靖雍渡永红幼儿园 

25 成都市金牛区双何幼儿园 



1、四川笑脸宝贝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笑脸宝贝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笑脸宝贝教育集团）位于

成都市成华区。集团师资力量雄厚，课程 器材更新与活动更新能力

快。目前拥有众多优秀全职男老师，在幼儿园进行幼儿篮球教学、体

智能教学、亲子活动策划主持、幼儿教师拓展培训等。集团经过 1 年

多时间已经拥有在成都市区以及成都区县（金堂 彭州 新都 郫县 龙

泉）  广元  巴中 陕西  重庆的加盟合作园 200 余所，成果显著；

集团结合多年的一线教育经验以及学科教研、心理研究，针对幼儿学

习心理与学习特征，实施有效的体智能教学方案，切实做到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全面注重幼儿体智能发展。除基本体智能教育辅导外，集

团自成立以来，多次举办大型培训活动，大型亲子运动会，幼儿教师

礼仪及拓展训练等，其独特的“欢乐，阳光，释放，感恩”方式获得

合作方和受训人员的一致好评。期待我们的合作，也期待有志之士加

入我们笑脸宝贝的大家庭。 

招聘职位：1、体能教师 10 人 

2、篮球教练 10人 

选聘条件：1、学前教育专业  体育教育或者社会体育专业 男同学 

2、身高 165cm 以上   

3、普通话标准    

4、身体协调能力好，有一定的舞蹈、篮球、武术、健美操

功底。 

待   遇：工资 5000-10000 

联 系 人：樊校长 

联系电话：18228021040 

 

2、成都启智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托马斯，源于美国百年私立名校 St.Thomas School，是托马斯

教育旗下著名的专业幼少儿素质教育品牌。截至 2019 年 6 月，在全

国有将近 500 家校区。 

我们始终以素质教育即以品格+知识全方位发展作为办学目标，

采用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的“双渔”教育理念，将情感启蒙、智力

开发、知识学习、技能训练融于快乐教学中，结合高端 O2O 线上线



下双向学习环境，把传统枯燥的传授式课堂转变成孩子们探索的沙

龙和成长的乐园，使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受益终生的学习能力。 

托马斯引进最适合非英语母语国家儿童学习英语的核心产品——

托马斯全能幼少儿英语和托马斯幼小衔接两大课程。 

学校网址 http://www.thomasschool.cn/ 

招聘岗位：幼教老师 5名 

招聘条件：1. 学前教育应届毕业生，大专及以上学历； 

2. 热爱幼教事业，积极，耐心，友爱，亲和力佳； 

招聘岗位：招生咨询 3名 

招聘条件：1. 专业不限，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管理类/信息技术专业优先考虑； 

2. 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优秀的沟通与表达能力优先； 

3. 乐观向上，永不言弃、专业执着、吃苦耐劳。 

招聘岗位：前台教务 2名 

招聘条件： 1、专科以上学历，会计或管理类相关专业优先 

2、有爱心，有亲和力，有责任心，细致，沟通能力强 

3、普通话标准，熟练使用 word、excel等常用办公软件。 

薪酬福利：应届生试用期工资：1800-2000，购买商业保险 

试用期后薪酬：2500-6000试用期满后，签订正式合同。 

其他福利：社会保险、节日礼金、生日会、员工活动、进修学习

等。 

联系人： 吴老师/18328316899 方老师/18190738686 电话：028-67879717 

 

3、成都市青羊区贝贝幼儿园 

贝贝幼儿园于 2012年 12月开始建园招生。幼儿园地处成都市

青羊区文家场兴业街 36--50 号，属民办公益性幼儿园。幼儿园占地

面积 2246 平方米，建筑面积 2246 平方米，我园是独立的园舍，园

http://www.thomasschool.cn/


内设计新颖美观，布局合理。开设班级有大班、中班和小班。可容

纳幼儿 300 多人。我园为幼儿提供轻松健康的环境，让幼儿在玩中

学、学中玩。 

招聘岗位：幼教老师 5名 

招聘条件：1. 学前教育应届毕业生，大专及以上学历，有教师资格

证优先。 

2. 热爱幼教事业，积极，耐心，友爱，亲和力佳； 

联系人：杨老师 

电  话：18227617455 

 

4、成都市青羊区雏鹰幼儿园 

我园为青羊区三级公益幼儿园，位于青羊区清百西一路 304 号

占地 800平方，教职工 30 人，各班人员配备均为两教一保，开设有

外教课、体智能、武术等特色课程；课程结构以主题教育为主。 

招聘职位：幼儿园实习教师 5 名 

岗位要求：学前教育专业；专业技能扎实；师德师风良好；踏实克

己，好学上进。 

联系人：谢老师/13458580876 

5、成都市乐幼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市阳光幼儿园近三十几年办学经验的幼儿园。（2016 年升级为成

都市乐幼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园舍建筑美观实用，配套齐全，富有

童趣。幼儿园坚持保教并重，做到服务育人，本园师资力量雄厚，实



行两教一保我们的办园目标和承诺“让孩子在园的每一分钟时间，都

充满快乐。让孩子在园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奠定他一生发展的基础。”

我们爱阳光，更爱阳光下的孩子们。 

招聘人数：15 人 

福利待遇：工资面议，包食宿及保险； 

岗位要求：学前教育专业优先，工作积极努力、追求上进。 

联系人： 周老师：13518199699     

王老师：15902845171 

办公电话：028-85718888 

6、大邑县建华幼儿园集团简介 

大邑县建华幼儿园集团是大邑县教育局直属公办幼儿园，成都未来教育家基

地园、首批中国精英园长联盟成员单位、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理事单位、四川文

轩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校外实训基地。现有总园、青霞分园两个园区，总园位

于大邑县晋原街道和顺东巷 199 号，占地面积 7492 平米，办园规模 12 个班。青

霞分园位于大邑县青霞镇洞口社区 2 号附 10 号，建成于 2016 年底，占地面积

1545.36 平米，办园规模 4 个班。 

两所园区布局别具一格，活动空间错落有致，童趣盎然。室外大型活动操场、

丰富多样的大型玩具、沙池、水池、花果林成为孩子们自由嬉戏的童话世界；别

致的教学楼功能齐全，生活、教学设施完善，班级多媒体讲台、多功能一体化设

备均已投入使用，安全监控系统覆盖全园。同时，我园还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孩子

们的多功能活动区域以及各类工作坊的打造，包括阅读室、美术工作室、木工坊、

烘培坊、儿童剧院、写画涂鸦区等，充分给予孩子游戏的空间。 

建华人致力于追求教育的平和与本真，在彼此相遇的地方，为孩子的人生播

下幸福的种子。 

招聘人数：10 人 

岗位要求：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服从安排。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和



教师证书，应届毕业生尚未取得毕业证书者，需提供学校出具的相关证明。具有

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体检合格。 

联系人：王老师、刘老师 

联系电话：88298123（办公室） 

          15928181955（王老师） 

          18190681970（刘老师） 

简历投递邮箱：634591646@qq.com 

 

7、锦江区四方幼稚园    

 
8、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泰山双语幼儿园 
泰山双语幼儿园是经郫都区教育局批准创办的一所新型现代化

幼儿园，位于犀浦西郡兰庭小区外侧，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户

外活动面积约 500平方米，泰山双语幼儿园是一个与大自然结合的绿

色天地，户外绿草大树掩映，有趣的小桥，弯弯的池沼，湛蓝的游泳

池，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是孩子理想的成长乐园 



岗位及待遇：主班教师：5名 2400＋   

配班教师：5 名 2000＋ 

实习教师：10 名 1800 

联系方式：  杨老师：18008038814  张老师：13388177995 

办公联系电话:（028）61419930 

9、双流区九江街道蛟龙幼儿园 

我园全称是双流区九江街道蛟龙幼儿园，座落于双流区九江街道

东海路 506 号，我园修建于 2007 年开办于 2012 年 9 月，在 2014 年

秋期成功评为“成都市二级园”，2015 年春期评为“双流区公益性幼

儿园”，我园占地 3000 平方米，教学楼共有 1560 平方米，户外场地

面积 1430 平方米，绿化面积 785 平方米。现专任教师 22名，保育员

11 名，行政人员 5 名，后勤人员 6 名。本期全园幼儿 400 多人，共

设 12个班。 

招聘岗位：幼儿教师 

招聘人数：5 名 

招聘要求： 

1、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品行良好，遵守幼儿园各项规章制度。

有责任心爱心。 

2、大专及以上学历。 

3、实习期间工资面议。包吃住，有节日补贴。 

联系方式：邓园长：13980437438周园长：13550240145 

邮箱：1412350668@qq.com 

mailto:1412350668@qq.com


10、成都市温江区优贝儿幼儿园 
优贝儿幼稚园是一所环境优雅的高标准园林式生态示范幼儿园。为了使孩子

们享受最优质的教育，在这片乐园里快乐幸福的成长，将歇尽全力办好这所幼稚

园，这里有着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爱和责任。幼稚园占地面积 5100 ㎡，建筑

面积 3000 ㎡，户外活动面积 2100 ㎡。办学规模为 11 个班，可招收 300 余名幼

儿。现目前开设 8 个班级，已容纳幼儿 200 余名。班级教师配备 3教 1保，全园

现有教职工 40余人。 
招聘岗位及人数：幼儿教师 6名。  

招聘条件：  

（1）政治素质好，热爱幼教工作，身体健康，适宜从事幼教工作；  

（2）学前教育及师范类大专以上毕业生、实习生，有工作经验教师优先。 

工资待遇 

1、实习教师免费食宿加实习补贴。 

2、试用期后 1200-1800加绩效奖金，取得毕业证后 1800—3000 加绩效奖金，

成为班主任后 3000—4500元加绩效奖金。  

幼儿园地址：成都市温江区凤溪大道南段 258号  

联系人：干园长      电话：13688456669   17323045961 

11、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益儿益幼儿园 

斑竹园镇益儿益幼儿园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竹柳路 74 号，开

办于 2011 年 9 月，在设计初期就是一所高标准、高定位的开放性幼

儿园，于次年 9 月通过申报验收获评斑竹园地区第一所二级园，经过

时间的沉淀现在的益儿益幼儿园不但有优美的园区、专业的师资团队、

还在毓彩集团的引领下得到了社区和家长的高度认可，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好评。在 2018 年集团追加投资 500 万对幼儿园进行布局调整与

规划，使得园区更符合幼儿学习和生活。一直以来,毓彩教育集团都专

注于学前教育的发展，多次把中高层管理人员派到北京、上海、河北

等地学习，引入很多新观念新理念入园…. 

招聘岗位：幼儿教师 

招聘人数：3 名 

招聘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有责任心爱心。 

有意愿加入，请联系我们：18111626033 

12、思源幼稚园简介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思源幼儿园创办于 2011 年，隶属乐创教育集

团，集团旗下还有龙桥镇启航幼儿园和思恩幼儿园，我园在 2012 年

被评为成都市二级幼儿园，在 2013 年申请成为公益性幼儿园。现有

幼儿 400 人，在职教职工 50 人。我园坐落于新繁镇滨江西路河畔

10 号，紧临美丽的东湖森林广场，环境清新怡人。园内占地面积

1200 多平方米，拥有儿童教学楼，多功能活动室、运动场、游泳池

与沙池。园内配有各种大、中、小型玩具，让幼儿园成为孩子们学

习、生活、游戏的乐园。给孩子提供一个优雅别致、设计独特、设

备齐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招聘岗位及人数：教师 2 名、实习教师 3 名、助教 3 名 

招聘要求： 1、热爱教师职业，对工作充满热情，责任心强。 

2、教师要求幼师专业毕业，形象好，亲和力强，普通话



标准，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3、良好的道德修养，认同乐创教育企业文化。 

联系电话：18982266393    18080044393 

13、崇州市贝欣幼稚园 

崇州市贝欣幼稚园是一所中高端幼稚园，创办于 2012 年 05

月，该园基础设施完备，环境优雅，已评为成都市二级幼儿园和成

都市公益性幼儿园。该幼儿园位于崇州市崇阳镇九龙路 55 号（天顺

花苑小区后大门），总建筑面积 3000 多平方米，户外活动面积 800

多平方米。建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室，融活动室、午休室、盥洗

室、消毒卫生间一体，自成单元。并配有全新的空调、多媒体一体

机、投影机、高级电钢琴等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区角教学活动所需

的设备，以及幼儿在园生活必备用具一应俱全，而且配置有造型美

观的开放式玩具厨、多媒体教学系统、净化饮水系统、消毒柜、臭

氧消毒机以及可以实现网上实时监控的系统；与活动室相配套的有

钢琴室、舞蹈室、手工坊、感觉统合训练室及室外运动场等现代化

教学用房；室外富有童趣的戏沙区域、顶层平台种植园、大型玩

具；本着“爱心养育，专心教育，贴心服务”的办园宗旨，为全面

落实国家关于幼儿园的办园精神，根据需要，现特面向社会招聘以

下岗位人员。 

招聘岗位：幼儿教师 3 名 

实习教师 4 名。 

招聘条件： 



1、政治素质好，仪表端庄，热爱幼教事业，有耐心，有爱心，

有责任心，身体健康，适宜从事幼教工作。 

2、学前教育专业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非学前教育专业须具有

师范类教育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3、具有教师资格证、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证书、英语等级证

书、医师证者优先。 

聘用待遇： 

1、一经录用，试用期 3 个月。试用期满合格者，签订正式聘用

合同。 

2、工资面议。 

3、幼儿园提供食宿。床上用品及个人日用品自备。 

联系方式：028-82381213（幼儿园座机）18980570163(谭老师)  

14、崇州市崇阳镇金鑫幼儿园 

崇州市金鑫幼儿园坐落于崇州市工业集中区彭庙上街，创建于

1997 年，现己 20 余年的办园历程。我园占地面积 3000 ㎡，总建筑

面积约 2200 ㎡，其中户外活动区域约 1800 ㎡。整体设计按国家教

育部的标准化而设计。教学设施设备齐全，配备了多个教学区，活

动区域，图书室，多媒体教室。是一所标准化的幼儿园。2016 年被

评为成都市二级幼儿园、 

成都市公益性幼儿园。 

招聘岗位：保育员 3 名 

岗位要求： 



1、热爱教育事业、爱孩子、性格开朗、有责任感 

2、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待遇面议 

联系方式：13881759779     13880226178 

15、崇州市三江镇三江幼儿园简介 

幼儿园创建于 1981 年 8 月，位于三江镇中心交通便利，本园

拥有一支朝气蓬勃乐于奉献的教师队伍，现目前在职教职员工三十

余人，在园领导的带领下，她们富有爱心、善于学习、不断进取，

多才多艺，各有特色，以师德建设为中心，以优秀教师培养为重

点，积极开展园本培训和快乐教育活动。在青年教师中，提倡“三年

快适应，五年成骨干，七年创特色”的追求目标，逐渐建立了一支爱

岗敬业，勇于奉献的教师队伍。 

招聘岗位及待遇 

实习教师 3 名，要求：有爱心，耐心，勤奋，有责任心和团队

精神注：所有新员工通过实习期或试用期考核后，按照能力逐级提

升，每周双休，寒暑假假期工资，节日福利，员工社保。 

联系人：王老师：13008192678 熊老师：13348806413  

地址：崇州市三江镇崇新路二段 157 号 

16、都江堰锦兰幼稚园招聘简介 

  都江堰锦兰幼稚园成立于 2012 年 9 月，位于都江堰市发展路

219 号，是由成都瑞欧教育投资公司出巨资打造的一所国际化幼稚

园。都江堰锦兰幼稚园建筑面积 7000 余平方米，共开设 12 个教学



班级。现有幼儿数 300 余人、教职工 65 人，12 个班级。良好的办

园条件是提高保教质量的物质基础，我园有独立的建筑主体，宽敞

的幼儿活动室，我们遵循积极为孩子创设集安全、童趣化、操作性

强的育人环境。建园初就确立了“三高”为目标，即“高起点、高

标准、高质量”，因此，严格按照标准幼儿园进行布局、建造园

舍。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设备，幼儿园配有幼儿阅读室、美工室、多

功能艺术厅、恒温泳池、沙池、玩水、玩沙区，表演区、安全性极

高的全塑大型玩具等功能室设施。 

招聘岗位：幼儿教师 5 名 （都江堰市周边优先） 

联系方式： 郭园长 15928433373 

17、成都市武侯区恩贝斯幼稚园 

成都市武侯区恩贝斯幼稚园成立于 2011 年，现有幼儿 500 余名，

教职工 60 余名，与亿童幼教公司，北京乐蓓儿音乐等都有长期合作，

拥有 1 套成熟完善的培训晋升体系，现面向学校招聘一批优秀的幼教

毕业生，欢迎各位同学的加入。 

联系人：李静       电话：13458553679 

18、温江区芳芳幼儿园简介 

芳芳幼儿园始建于 1996 年，地处成都市温江区双柳一街 56

号，环境幽雅，文化氛围浓厚，是幼儿健康成长，快乐求知的理想

之地。我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拥有一支思想过

硬，业务精良的学习型、研究型、创造型、反思型的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教师以幼儿的需求为出发点，每位教师都把这项工作当作是



一种兴趣、一种幸福、一种满足，为培养幼儿健全的人格，促进其

身心健康的发展，倾注了无私的爱，让孩子们在爱的氛围中快乐健

康的成长。“育人为本、服务为先、与时俱进、特色创新”是我们

的办园理念，我们将本着“追求卓越”的精神，把幼儿园办成幼儿

最向往、最喜爱的成长乐园。 

招聘对象： 

1、应往届学前教育及师范类大专以上毕业生、见习实习生。 

      2、学前教育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有工作经验教师优先。 

招聘人数：幼儿教师 3 名。  

招聘条件：  

（1）政治素质好，有爱心、热爱幼教工作，身体健康，适宜从事

幼教工作；  

（2）学前教育专业需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普通专业需具有师范

类专科及以上学历。  

（3）年龄 18 周岁以上；身高 158cm—165cm。 

联系人：冯素芳（园长） 

联系电话：13666105783 

联系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柳河南路双柳一街 56 号（芳芳幼儿园） 

19、彭州市金贝幼儿园 
     彭州市金贝幼儿园始建于 1989 年 9 月，是一所私立幼儿园，成都市二级

园，位于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回龙东路 236 号，是一所环境优美，花园式、别

墅式幼儿园；设施设备完善、标准化。 



     28 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至真、善良、兼爱、向上”的办园理念，专

注学龄前儿童教育。 

招聘职位、人数： 幼儿教师  7名     早教老师  2名 

福利待遇：1、免费提供住宿（床位有限，先报先得）、物管费免费、水电气费

自付； 

          2、免费提供学习机会以及关于学前教育各类型培训； 

          3、薪资：面议；包午餐。 

（根据工作能力，能迅速适应工作岗位者可提前转正） 

要求：1、健康的身体和心理； 

2、熟悉幼儿教育以及幼儿身心发展等基本知识； 

      3、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较强；  

      4、热爱教育事业；工作态度端正、认真、积极；有亲和力、团队凝聚

力；  

地址：【四川省彭州市回龙东路 236 号】 

联系人：唐老师 18208195506  18081933619 

20、天府新区新兴镇乖乖幼儿园 

乖乖幼儿园位于天府新区新兴镇庙山村骆新街 268 号，是“成

都市三级幼儿园”。以《幼儿园教育纲要》为指导，认真实施《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尊重幼儿

发展的个体差异，对幼儿进行科学规范的教育，培养出具有良好行为

习惯和身心和谐发展的快乐宝贝。本着“师幼互动，特色兴园”的理

念，着力与游戏化、生活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使师幼在积极互动

中情感得到熏陶，个性得到发展，能力得到提高。赢得了较高的社会

信誉和家长的信任。 

招聘人数：2 人 



联系电话：13882021796 

21、温江区公平街办艺体幼儿园 

我园成立于 1999 年 3 月，于 2018 年 5 月新开海贝贝分园。 

我们的办园宗旨：让孩子在秩序下自由欢笑，让孩子在安全下触摸

世界，让孩子的成长更精彩！ 

我们的办园理念：我们的工作是帮孩子摘到天上的星星！ 

我园是以一所艺术类为特色的幼儿园。 

如果您： 

1、 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2、 普通话标准，形象气质好，个性开朗，健康有活力；                       

3、 有声乐、器乐、美术等方面特长。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   

 联系人：刘老师 18980776676 

22、新都区思恩幼儿园 

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思恩幼儿园创办于 2011 年，隶属乐创教育

集团，集团旗下还有龙桥镇启航幼儿园和新繁镇思源幼儿园，我园

在 2012 年被评为成都市二级幼儿园，在 2013 年申请成为公益性幼

儿园。园内占地面积 1300 多平方米，拥有儿童教学楼，多功能活动

室、运动场、游泳池与沙池。园内配有各种大、中、小型玩具，让

幼儿园成为孩子们学习、生活、游戏的乐园。给孩子提供一个优雅

别致、设计独特、设备齐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招聘岗位及任职资格 

1、教师、实习教师、助教。 

2、热爱教师职业，对工作充满热情，责任心强。 



3、教师要求幼师专业毕业，形象好，亲和力强，普通话标

准，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4、良好的道德修养，认同乐创教育企业文化。 

薪酬福利 

1、享受法定节假日、周末双休、生日带薪假。 

2、免费提供食宿，及水电气。 

3、员工增值奖励，带薪培训，多级别晋升，多岗位拓展。 

思恩幼儿园将是你成功人生的新起点！我们需要志同道合的

你，全心全意爱孩子、关心孩子，有教育情怀的合作伙伴！欢迎优

秀的你，加入我们！！！ 

电话：18982266393    18080022393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普文社区 

23、新津县华艺幼儿园简介 

华艺幼儿园位于五津东路 317 号， 占地面积 2000 平方。 可同

时容纳 280 名幼儿入园。 现在幼儿园幼儿 280 名，分为大大班，大

班，中班，小班共七个班。华艺儿童会所位于新津县海林巷 133 号，

占地面积 2000 平方，同时可容纳 280 名幼儿入园，华艺幼儿园分为

大大班，大班，中班，小班，小托班，亲子中心，共有职工 54 名。

华艺教育集团所有教师，都具有幼师专业毕业，30%教师专科，60%

教师本科在读。10%的教师为实习生。另配有保育员，炊事员，保安，

财务人员。华艺幼儿园设施齐全，管理规范，师质优良，管理周全，

优质服务，质量为佳。 



华艺人一直以来秉承:发展孩子.服务家长.成就教师。让华艺不断创

新发展成长。 

招聘人员：幼儿教师  助教老师   

任职要求：吃苦耐劳，有责任心，细心，耐心，有团队合作精神和

良好的执行力；              

福利待遇：待遇面谈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8180530030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13881899728 

地址:新津县五津东路 317 号（原经斜宾馆） 

24、郫都区安靖雍渡永红幼儿园 

永红幼儿园创办至今，已经历了 20 多个春夏秋冬，被评委成都

市三级幼儿园，位于郫都区安靖雍渡社区，可容纳大、中、小、幼小

衔接班共 11 个教学班的规模。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永红幼

儿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在新都区龙桥镇渭水大道创建了永红幼儿

园分园校区，被评委成都市二级幼儿园和公益性幼儿园，并为孩子营

造一个富有童趣舒适温馨快乐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并提

供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舒适温馨的楼顶花园、户外活动场地,使园内

环境净化、美化、儿童化浑然一体，让孩子的身心得到健康和谐的发

展。 

岗位需求：实习教师 8 名   

一、招聘条件 

1、热爱幼教事业，有爱心和责任心，能吃苦耐劳。 

2、有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 

3、普通话标准，性格开朗，形象气质好，具有亲和力。 

二、岗位福利待遇： 

1、实习工资 1500-2000 元包吃住。 

2、助教教师 2500--3000 元包吃住。 

3、主班教师 3000-3500 元包吃住。 

三、联系方式：朱老师 028-87818778    18084839109 

25、成都市金牛区双何幼儿园 

招聘条件：热爱幼儿教育工作，身心健康，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积

极进取，乐于奉献，团队意识强，具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书优先 

工资待遇：试用期待遇面议， 转正后工资 2600 元左右转正后购买社

保。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陈老师 13438216890 樊老师。 18380318428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北路 28 号（地铁二号线金科北路地铁站 D

出口 20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