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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布艺:以绿色
以绿色、
、创新
创新，
，在余杭家纺产业独树一帜

中亚布艺位于崇贤工业园区的厂区
杭州中亚布艺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1
月，目前拥有崇贤街道南山工业区和崇贤工
业园区两大生产基地，实现了从沙发布、家纺
面料、家居成品到家具制造的一条龙生产，延
长产业链，在业内实现了家居产业的纵深发
展，成为了余杭家纺制造业的标杆企业。
目前，杭州中亚布艺有限公司已经拥有
杭州艺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和杭州贝铭纺织
品有限公司二家子公司，这个“三企并进”的
创举为公司品牌战略实施和长远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杭州中亚布艺有限公司目前已经
成为余杭家纺布艺企业的又一家航母。在市
场竞争日益激烈地今天，中亚的发展趋势如
日冲天，
归根结底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
公司现拥有上百台织机，引进了国外先
进的 SULZER 双门幅织机和 STAUBLI 电子
龙头。公司在不断扩大生产力的同时，还非
常注重提高产品的牢度、强度、阻燃等功能
性，以满足 不同市场客户的各种需求。到如
今，中亚已经成长为杭州地区最大的提花装
饰面料生产商之一。
在此同时，中亚早在 2005 年建立了自己
的成品缝制工厂。公司现主要产品有：沙发
套、床上用品、抱枕、窗帘等家纺产品。 2006
年，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对品质的不同需求，
公司还添置了功能更全的缝制设备，并且成
立了独立的成品研发中心，不断的开发新颖
独特的成品面料与 款式。公司通过中亚这

个平台,与国外的家具制造商沟通,并了解家
具行业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从而更好的设计
出符合国际流行趋势的家纺用品。
杭州中亚布艺有限公司由于工业设计创
新能力较强、特色鲜明、管理规范、业绩显著、
设计水平领先，于 2015 年成功入围浙江省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同时，连续 10 年被银行评
为“AAA”级信用企业。2012 年被余杭区评
家纺行业龙头企业并享受“一厂一策”政策,
同时在科技研发方面和生产现场管理方面被
余杭区选定为百强示范企业，杭州市技术中
心、杭州市研发中心、杭州市设计中心、杭州
市出口名牌、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设
计中心、浙江省研发中心、浙江省专利示范试
点企业、家纺外贸龙头企业等等。
中亚布艺十分重视现场管理，因为现场
管理水平的高低是企业的第一印象。企业借
鉴日本的 5S 管理，结合自身特点，发展成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的 6S 管理体
企业确定并实施了以“人性化管理”、
“品
系。纺织行业中存在的粉尘多、污染严重的
质认定”、
“高起点发展、低成本扩张”为核心
问题在中亚得到有效的解决。随后，ERP 管
的战略决策。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会不断壮
理系统的植入，形成了较完善的现代企业管
大，与此同时不断向企业内部补充新鲜血液，
理模式。
实施人才战略，优化企业管理，确保企业的核
原本，纺织、制造等传统产业是铸就今日
心竞争力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辉煌余杭的重要基因，但随着国际市场的变
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中亚布艺将秉承
化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有的市场渠 “求精务实，力创品牌”的经营理念，推行标准
道可提供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不足，传统产业
化作业。订立了严密的材料、成品的检验规
以及它所依托的市场运营面临着转型升级的
范及操作流程。同时，规定未经过培训的员
客观要求。而电子商务对企业的贡献率、对
工不得上机操作，定期加强对生产员工的生
经济的推动力则越来越强劲。因而发展电子
产技能培训，确保生产操作的安全、高效。努
商务，先行一步打造一个规模化、集约式的电
力将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与团结高效的内
子商务基地，是区政府和企业面对市场变化
部生产、管理有效结合，力争使一流的设备生
后作出的选择。
产出一流的产品。
因此中亚布艺追上了电子商务的浪潮，
顾客的需求就是中亚人的奋斗目标，经
采用与跨境服务商合作和自建团队运营等模
过多年的生产、积累，不断摸索、创新。杭州
式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并取得了不俗的
中亚布艺已经在杭州余杭区家用纺织品业取
成效。而且为了探索跨界发展，加快企业转
得了不俗的业绩。该公司生产的高仿真化纤
型升级，在美国设立办事处，重金聘请设计
装饰面料，花式新颖、质量好，迎合了人们对
师，利用面料优势，突破家纺领域，研发生产
装饰面料的高要求，产品不仅旺销国内，还远
沙发、椅子、双人床等家具产品，打开美国市
销美国、欧洲等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赢
场。
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好评。
中亚布艺拥有出类拔萃的家纺设计师队
中亚布艺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
伍，自主原创能力一直引领国内家纺开发潮
经营模式，切实做好“余杭家纺”转型升级这
流，并与世界家纺业保持同步。凭借雄厚的
篇大文章，走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研发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每年推出上千
做“时尚产业”、
“恒阳产业”，加强创业与创新
种新品。目前该公司产品 90%以上出口，行
的结合，树立“跨界”理念，加强资源整合，用
销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同行业界居于
好互联网工具，推进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商
领先地位。
业模式创新，
不断提高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布艺成品

数码印花打印

沙发成品展示区

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杭州余杭旅游集团为余杭区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
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14 人。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序号

招聘岗位

1

企业管理
（工作地：
余杭区）
工程技术管理
（工作地：
余杭区）
工程档案管理
（工作地：
临平）
景区管理
（工作地：
径山）
景区管理
（工作地：
余杭区）
酒店管理
（工作地：
余杭区）
工程现场管理
（工作地：
余杭区）
行政管理
（工作地：
余杭区）

2
3
4
5
6
7
8

人数
2
1
1
1
2
2
4
1

年龄要求

性别

学历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及以上
全日制本科（第一批次）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及以上

专业条件

其他条件

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及相近专业

有项目投融资管理经验者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工民建、工程管理（土建）、土木工程、市政 具有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资质或具有政府项目工程管理
工程、园林及相近专业
经验者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档案管理、工程管理、造价、工民建、建筑工 有档案管理员或建筑资料员证书且有 2 年以上工程资料管理
程类及相近专业
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有大数据管理、常规数据库操作、维护或景区数据管理经验者
计算机、网络、通信及相近专业。
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规划与开 有 2 年以上 4A 级以上景区运营管理或景区市场拓展经验者
发及相近专业。
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学、市场营销及 熟悉酒店日常经营和管理，
有四、五星级酒店或连锁酒店管理
相近专业。
经验或有新酒店筹备开业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工民建、工程管理（土建）、土木工程、市政 具有中级工程师、二级建造师资质或具有相关政府投资项目
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园林及相近专业。
工程管理经验者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汉语言文学、秘书学、新闻传播学、行政管
理及相近专业。

二、报名方式及要求
1.现场报名（11 月 22 日 9：00-24 日 16：00） 地址：余杭区南苑街道河南埭路 42 号 506 室。
2.网上报名（截止时间 11 月 24 日下午 16：00） 报名邮箱：329942682@qq.com
3.报名要求及报名表下载：
旅游集团官网和余杭区人才服务网
三、联系方式：86231015

职场信息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单位招工信息
单位名称

岗位俗称
内勤

北京立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余杭南苑分公司
电话营销员
质量检验员/
测试员
报价
杭州耐立电气有限公司
装配工
售前/售后技
术支持专员

招聘人数 试用期工资 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

1

2800

不限

大专

20-35

6

2200

女

初中

25-38

3

3000

男

大专

20-40

1

3000

男

大专

10

2800

男

初中

5

3000

男

高中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余杭南苑

田雨

13738166922

余杭区余杭
25-45 经济开发区
20-45 五洲路 102
号
20-45

11 月 14 日 — 16 日
《天生不对》 12:40 25 元

沈先生

86202097

《暮光·巴黎》14:20 25 元
《狂 兽》18:50 30 元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