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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盛世国际体育招聘简章
一、公司介绍

北京花香盛世国际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简称花香盛世，总部位于北京，是一家以体育培训为

根基，在幼儿体育教育、体育赛事、体育场馆等多领域发展的综合型体育文化公司。

目前针对于4-18岁青少年，在各城市已经开展了篮球、羽毛球、足球、网球培训等项目，

陆续还会开展击剑、乒乓球、跆拳道、武术、幼儿体适能等其他项目来丰富培训体系，已开设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长沙、昆明、西安、南京、青岛等18个城市20余家分公司。

企业以人为本，帮助学生强健体魄、助其成长；帮助花香人实现价值、实现梦想。企业亦

提倡家文化，将家庭和谐共生的氛围融入公司，同样将体育运动的魅力扩散到家庭中去，致力

成为值得家庭托付的企业。

企业愿景：承载体育精神，成为中国体育教育产业的领导者，体育生态的构建者

企业使命：生命因体育而美好，生活因体育而幸福

企业价值观：客户至上，高效创新，感恩担当，团队成功，永争第一

二、岗位介绍

无费承诺：在应届生实习期间，本单位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运动教练（篮球、足球、羽毛球、中考体育、幼儿体适能优先）

【薪资构成】

1.试用期（2个月）：平均月薪6-8k

一线城市无责底薪4000元，完成一定绩效的，底薪5000元，

外加3%-22%提成、底薪含交通补+话补300元

2.转正后：平均月薪12-20k

区间底薪+ 3%-22%业绩提成+课时费90-260元/节；

底薪含交通补+话补30

3.教练专项技能津贴：200-1000/月，根据教练的专业资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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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统一的教学方案对学员进行基础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的

技能教学、专业体能训练等；

2.增加学员兴趣，提升学员专业技能，提升学员身体素质；

3.与学员和家长建立有效沟通，增加客户粘度，提升客户满意度。

4.课余时间，通过学员及家长转介绍、线上线下渠道招收4—18岁对球类培训感兴趣的学员；

5.负责球馆运营，维护球馆客户体验和上课；

【岗位要求】：

1.体育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专业队教练，退役队员或具备其他相关技能和条件者优先录用，

有教师资格证优先录用；

1.有较强的教学实践能力、有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富有亲和力；

2.为人诚恳，阳光自信，工作态度积极，责任心强，服务意强，喜欢小朋友；

4.能够按照公司规定的教学标准完成教学；

【发展方向】：

我们崇尚内部人才培养，有完善的职级薪级晋升通道，并伴随专业的培训；

1.教练→教学组长

2.教练→集团总部课程研发

3.教练→预备干部→团队主管→储备区域经理→区域经理→大区经理→城市负责人→大区总

2、课程顾问/经管实习生

【薪资构成】：

1.试用期（P1）：平均月薪6-8k

一线城市无责底薪4000元，完成一定绩效的，底薪5000元；

外加3%-12%提成，底薪含交通补+话补300元

2.转正后：平均月薪8-12k

区间底薪+ 3%-22%业绩提成；底薪含交通补+话补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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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完成4-18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球类兴趣课程培训、体育赛事、体育游学等产品的营销；

2.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开发意向客户，并电话邀约到球馆体验；

3.组织场馆所属客户，接待来访客户；

4.能够准确、全面的介绍公司产品，根据学员情况推荐合适的产品；

5.配合教练辅助教学，及时跟进客户的体验情况，并完善客户档案；

【任职要求】:

1.学历专业不限，拿个人能力说话，学历不会束缚你的前程；

2.人品要正，让我能感受到你的自信和阳光，能唠嗑，亲和力好，抗压抗挫是基本能力；

3.如果曾经在营销界打拼过，并且能够拿到良好业绩的优先考虑；

4.想证明自己，想通过自己实力快速拿到高薪，想短时间成长为管理者，给你平台，给你空间，

给你高薪，等你来挑战；希望能在体育行业闯出一番事业；

【发展方向】:

我们崇尚内部人才培养，有完善的职级薪级晋升通道，并伴随专业的培训；

1.纵向发展（业务储备管理）：基层业务人员→预备干部→团队主管→储备区域经理→区域经

理→大区经理→城市负责人→大区总

2.横向发展（经管实习生）：根据个人综合能力，可向人力资源、场馆运营、财务、客服等部

门岗位发展；

三、公司其他福利

1.五险

2.关注个人成长：花香商学院聘请内外讲师定期为员工提供培训，让各位伙伴与企业共进步！

3.职业生涯有规划：您将享有伴随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晋升通道，每个伙伴享有横向、纵向多

元发展空间；

4.企业人文关怀：

【员工】

a、集团会议及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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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定期团建：漂流、登山、徒步篝火自助烧烤、水上乐园欢乐谷等大型团建活动；

c、大聚会小聚会：音乐餐厅、露天球赛、轰趴自由切换；

d、展现自身才艺的竞技活动，不能在芸芸众生中埋没你的天赋。

【员工家属】

a、员工父母新加坡旅游，让花香带着父母看世界（业绩优秀的或者达到一定职级）；

b、多种形式节假日福利；

c、父母空降年会等各大公司活动现场，见证各位伙伴的成长（年会获奖并受邀家属）；

四、公司优势

1、朝阳行业

1．政策扶持：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体育产业第46号文件，将体育产业上升为“国家战

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朝阳产业扶持。

2．消费升级：80、90后家长教育观念发生变化，逐渐从文化类教育转化为素质类教育，家长更

愿意为孩子的素质类教育买单。

3．市场需求：

（1）中考体育上升为100分制，继语数外后成为第四大主科，家长需求量大

（2）目前的青少年面临肥胖、叛逆、近视、沉迷游戏、学业压力等问题，青少年体育培训能够

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心理素质，满足市场需求。

2、公司靠谱

1．公司体量：花香盛世国际体育，于2017年8月1日成立，目前全国24家分公司，员工近2000

人，体育场馆数百家，自营场馆数万平。

2．重教学重服务：我们有自己的课程研发团队，有独特的教学体系。客户服务部门，专门处理

的客户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执法部门，对于业务线的业务问题进行处理，改善了我们的服务。

3．完善的培训体系：您将享有伴随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晋升通道，每个伙伴享有横向、纵向多

元发展空间；

岗前训→新人训→转正培训→绩优训→成长训→晋升训→管理训高层训

4．多元的成长路径：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快，晋升空间大，崇尚内部培养机制，

很多中高层管理层都是内部培养，有多方位的晋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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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鲍林林

联系方式：18410729584

微信：18410729584

电子邮箱：1476761503@qq.com

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长沙、昆明、西安、南京、青岛等

18个城市24家分公司任选



瑞火体育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河南瑞火体育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瑞火体育”成立于2012年，目前直营校区达到86个，加盟地区40多个。

10年沉淀，狠抓教学,致力于打造全国青少年U15体育培训第一品牌。

“瑞火体育”累计服务青少年超10万＋，学员们优异的成绩、家长们口耳相传的

良好口碑是我们的天然名片，使“瑞火体育”成为业界公认的优秀团队， 并荣获

“河南用户信赖的教育品牌”

团队规模314人:其中运动健将28人、一级运动员39人、二级运动员50人。教练

员均为名校优秀毕业生，有多项专业证书以及教师资格证，且大多担任过历年来中

考体育监考官，其独特的教学模式，专业负责的授课态度，取得了无数学员和家长的

好评。每年的中考状元均由我们教练培训的中考体育项目， 在业界被广为称颂。

打造完善的服务体系、丰富的教育资源、尽责的教练队伍,为客户做好全方

位的服务。

瑞火体育以“体育、健康、赋能、服务”为根本，以“助力中、高考”为原则，

筑实“平台+合伙人”为根基；通过“专业、专注，负责”的态度，为学生提供

“量身定制方案”为立足点，打造专业体育训练团队，瑞火坚持用体育帮助相遇的

每一位青少年。

公司追求真善美，我们力争将知识价值的真、道德价值的善、审美价值的美，

在体育中得到完美的统一！

二、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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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名教练，你需要用心上好每一节课是你的工作的常态；

作为一名教练，你要全心投入每一节课，你所向学员的教学每一个基本动作、技

巧，都是学员进步的关键；

作为一名教练，你要关注学员的每一次考试，他的点滴进步，都是你为家长

提交的满意答卷；

作为一名教练，你要正身清心，你的言传身教是学员塑造正确价值观的榜样；

作为一名教练，你还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人，为了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旨在用自己实际行动，让中国每个人的身体素质的到提升。

招聘岗位一：体育教练/篮球/足球教练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相应训练课程制定训练指导计划，并根据计划完成训练教学任

务，进行各项培训，提升学员技能和成绩；

2、完成教学目标，做好跟家长的反馈工作；

3、做好招生、客户维护工作；

4、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

【岗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优秀的专科大学生可放宽要求；

2、拥有扎实的体育方面的专业知识；

3、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具备较强的沟通、交际能力；

4、有强烈事业心，逻辑思维能力强；

5、性格外向开朗，机油激情、大气完美的特质；

6、具有组织与领导能力，管理培训生担任学校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

7、2022 届优秀应届生，省、市、区体育比赛或奖学金获得者优先。

招聘岗位二：课程顾问/市场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的课程销售，严格执行销售流程。确保签单率和续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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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公司所有客户信息，保证公司所有报名客户资料准确登记;

3、做好与教师教学工作上的沟通配合，确保续签率;

4、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培训活动，提升个人能力水平;

5、参与各项市场活动;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销售经验丰富者可放宽至中专/高中学历;

2、亲和力强，具备优秀的销售能力和沟通能力;

3、有强烈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具备教培行业销售经验或了解青少年儿心理/

青少年体能相关知识优先考虑

三、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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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员工入职培训

为了使新员工尽快熟悉公司环境，人资部组织员工进行新员工入职培训。该培

训内容包括；公司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业务介绍、行业状况、基本

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

公司为新进教练员安排《雏鹰初训营》、《雏鹰提升营》，历时2周培训，从

销售技能、教学技能、通识技能三个方面全方位提升教练员的能力，帮助教练尽快

胜任工作。

（二）在职培训

1.岗位技能培训

教练岗位围绕“教销一体”模式，对体育授课项目和销售技能进行专项培训，

帮助教练员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让教学和销售技能精益求精。

2.通用技能培训

公司内部开发心态类、工作方法类、沟通技巧类等通用技能培训，员工可以根

据自身情况参与选修和必修课的培训。

（三）管理能力开发培训

公司为具有发展潜质的员工提供岗位技能提升的培训，帮助员工在短期内提高

管理技能、能力水平和商业知识，使之更新观念，改善知识结构，以适应组织发展

的需要。

（四）外派培训

为了拓展视野，有效地借鉴与交流，公司会选派业绩突出的员工到优秀的企业

或机构参观、考察和培训。外派培训的员工，公司将与其签订培训合同，以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和相应服务期。

（五）其他培训

公司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知名经理人、培训或咨询机构的专家举办讲座，以便

公司的管理者和员工及时了解先进的管理理念，确保员工学习并了解自己所需要的

管理技能或专业技术。

四、薪酬福利

基本工资+课时费+业绩提成+月度奖励+奖金

【福利】
1、五险齐全：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险、失业险；

2、青训运动意外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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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人提供住宿

4、多样带薪培训(优质、完善的全方位提升培训)

5、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礼品

6、生日福利（生日祝福及生日礼品）

7、带薪年假

8、高额奖金+表彰大会+奖杯（月度/季度/年度奖金）

9、定期团建活动（聚餐、唱 K、旅游等）

10、员工旅游

11、加班补贴和加班餐

12、日常福利（口罩、手套、水杯）

13、晋升快（把眼前的工作做到极致，是职场的晋升机密）

中原百强雇主品牌/河南用户信赖教育品牌根据公司发展状况为员工提供多种

形式的福利。

五、晋升发展

瑞火体育综合考虑每一位员工的能力、表现、发展潜力、个人发展意向等因

素，并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司的每个职位都

有明确的纵向发楼、横向发展职业路径，

纵向发展：行政管理级别的晋升，

情向发展：同岗位职级的调整。

员工职位的变动应遵守公司规定的流程，由直接经理推荐、分管业务副总及总

经理审批，人力资源中心备案。

六、工作地址

（1）总部：郑州市金水区时代国际广场24F

（2）直营地区包括许昌、洛阳、新乡、驻马店、信阳、武汉等

（3）企业联系人：高女士 17320193027



河南焱火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河南焱火体育创立于 2011 年，总部位于郑州，创办十多来已经成为行业领先的

青少儿体质健康服务商。焱火体育以青少年体能训练为核心，是一家集青少年体

能训练、青少儿体育、青少儿篮球培训、青少儿体育运动装备等于一体的体育产

业综合服务平台。全力打造成为中国校园体育行业中的领导品牌。公司现拥有数

百名专业教练团队及上百所直营校区，累计培养学员上万名。焱火体育立足郑州，

布局全省，在省内相继开拓商丘、许昌、濮阳、安阳、新乡、开封、洛阳、驻马

店、漯河、平顶山、南阳等地市市场，省外目前开展有武汉、乌鲁木齐及既要开

展的成都、长沙、石家庄、广州、安徽等城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业务拓展有了

长足的进步和飞跃的发展，赢得了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认可，在家长和学员中也收

获良好的口碑。焱火体育着眼未来，力争打造辐射全国的体育健康产业生态圈，

为中国青少儿体育训练和体质提升奋斗终生。

二、岗位需求：管培生、体能教练、课程顾问

序号 岗位 岗位要求 需求人数 待遇

1
体能/篮球

教练
体育相关专业，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全省均有子公司，可就近安排工作

30 人 5000-7000

三、工作地址

郑州、开封、许昌、商丘、安阳、新乡、濮阳、驻马店、漯河、平顶山、南阳



等城市，各地均有子公司可就近安排工作。

四、联系方式

王老师：18518558262（同微信）

闫老师：13716031161（同微信）

焱火公众号

焱火公众号 焱火招聘微信号



贝体（北京）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贝体（北京）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设立郑州、广州、深圳、

东莞、西安、洛阳、北京、太原、济南、重庆、成都、杭州、武汉13个子公司。“卓

跃儿童运动馆”是首家提出并践行儿童体能培训概念的教育机构，其前身为北京体育

大学科研项目，在历时10年的调研和实践基础上走向市场，遍布30余省市，有自己独

特的、真正适合中国儿童身体素质发展的课程体系，是国内规模大且专业的儿童体能

训练研发与推广机构。在儿童体能课程基础上开设有mini篮球、户外拓展、动感啦啦

操、柔道、少儿格斗等兴趣课程及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现全国有400多家综合儿童

体育运动场馆，人员规模1500人，已成为儿童体育教育领域独角兽企业。

社会荣誉：“2021年度河南省体育产业示范单位”（河南省体育局）

健康体育类中国连锁经营百强企业、

荣获“中国体育教育公司价值榜10强”

二、岗位需求：儿童体能教练、课程顾问、管培生等岗位。

序号 岗位 资格条件
招聘人数

（全国）
待遇

1
儿童体能

教练/助教

1、体育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2、喜爱孩子，能够与小朋友良好的沟通交流；

3、有儿童教育实习经验者优先考虑。

30人 4000+

2
课程顾问/

销售代表

1、不限制专业；

2、良好沟通能力，有一定的承压能力；

3、有销售实习经验优先。

40人 5000+

三、工作地址：

广州、深圳、东莞、郑州、北京、西安、太原、济南、重庆、成都、洛阳、杭州、武汉等全国各省份均

设分馆，可根据员工意愿就近安排工作地址。

四、发展路线：

课程顾问：（从新人开始被师傅带入门）---高级顾问（只要你努力，不超过半年）---店面

经理（公司出资，你当老板，分红分到手软）-----区域经理（你是区域的老大）-------运营总监



（整个广州大区归你来管）

体能老师：初级体能教练（一对一教学）---中级教练（完整的培训体系）---高级教练（透

明的晋升空间）---教学主管（带团队）---区域教学督导（区域运营管理），也可以往业务岗发展

管培生：销售、市场、体能教练轮岗训练，最终定岗，储备管理干部

五、人员需求：

城市 人员需求 合计

广州 10

全国范围内80人+

3-5人可集中在一个城市

东莞 10

深圳 5

郑州 10

西安 10

太原 10

杭州 5

重庆 5

洛阳 5

济南 5

成都 5

六、简历投递方式

投递邮箱：lirongrong1@bbbjby.onexmail.com

邮件标题：学校-专业-姓名-意向岗位-意向城市

卓跃儿童订阅号 招聘微信号：李老师

mailto:lirongrong1@bbbjby.onexmail.com




虎翼国际体育
HOOPEASY INTERNATIONAL SPORTS

努力训练 WORK HARD 大胆追梦 DREAM BIG

微信公众号：虎翼国际体育 电话：0371-65368860 网站：WWW.HUYITIYU.COM

郑州虎翼体育赛事策划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虎翼国际体育是以欧美篮球训练体系为基础，面向 4-18 岁全年龄阶段

并结合数据记录学员个性化成长的国际化体育教育公司。自成立以来得到

了业界和广大学员家长群体的一致好评。目前在郑州运营多家校区及场

馆，累计培训超过上万名学员。

虎翼国际与多个职业俱乐部以及海内外名校建立了人才输送通道，帮

助优秀的学员在学业及事业发展中获得更多宝贵的机会。目前公司已经与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河南省财政金融学院体育学院等省

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成为学校认证的篮球教学实训基地，更是在 2020

年获得了上市公司美团点评颁发的“年度值得学”篮球培训公司奖项。

二、岗位需求：篮球教练、课程顾问等岗位。

序号 岗位 资格条件 招聘人数 薪资待遇

1 篮球教练
（可暑期兼职）

1、负责日常校区的培训课程

2、负责整理客户资源以及跟进维

护，并提供专业的课程咨询与反馈

20 无责底薪+

绩效+课时

费+提成

2 课程顾问
（可暑期兼职）

1、热爱篮球、负责推广篮球课程产

品

2、在授课时间内辅助教练进行学

员管理工作

20 无责底薪+

绩效+提成

福利待遇：

1、可提供住宿；2、定期培训；3、良好的晋升机制；4、丰富的团建活动；5、节日、

生日福利；6、缴纳社保



虎翼国际体育
HOOPEASY INTERNATIONAL SPORTS

努力训练 WORK HARD 大胆追梦 DREAM BIG

微信公众号：虎翼国际体育 电话：0371-65368860 网站：WWW.HUYITIYU.COM

三、工作地点：

目前郑州有多家校区，可根据员工意愿就近安排工作地址。

联系方式：何老师 15617802656

韩老师 15638359618

招聘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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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公司发展

2017年
起航公司成立，品牌诞生。

年底2家球馆。

2019年
亮剑

凭借优秀的教练团队和过硬的教学质量，迅速赢得口碑，在郑州体育教培行业展露锋芒。

2021年
跨越这一年，我们经历了洪

水，疫情，寒冬，千难
万险我们跨过来了。这
一年，我们进行了组织
架构调整升级。

2018年
成长

高效运转，快速成长。发展逐步走向正规化。
在籍学员200余人。

2020年
蛰伏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按下暂
停键，发展基调由“激”变成“稳”。

2022年
升级

疫情常态化新形势下，以更加成熟
的心态面对不确定性。
五周年之际，企业VI形象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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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公司概况

在职员工近100人

专业做6-16周岁青少年篮球培训

标准化篮球教学基地15家（持续UP中）

累计服务在籍学员4000+
全职教练员35+ ,100%拥有E级教练员
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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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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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球馆环境



Transition 
Page

过渡页

n 招聘岗位
n 晋升发展

02  招聘岗位



8 

n  招聘岗位

篮球教练/助教（课程顾问）

【职责】
1.负责篮球课程的推广，向客户提供专业的课程体系讲解，给予专业的学习规划建议，促成签单达成业绩目标；

2.好学上进，篮球专业技能过硬，能独立授课，课堂风格活泼，幽默风趣，及时跟盯家长满意度，做好服务；

（注：助教/课程顾问则需要协助主教练上课，帮助学员完成体测，给予家长专业指导建议，达成签单，做好日常服务等）

【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性格开朗，阳光皮实，善于沟通，正能量，有爱心责任心

2.体育专业篮球专项优先，其他专业热爱篮球，基础扎实/打过比赛/院校学生会干部经历/有篮球相关证书等加分  



9 

课程顾问/助理教练

团队主管

团队经理

分公司运营总监

课程顾问/助理教练

初级教练员

中级教练员

高级教练员

初级教学专员

中级教学专员

高级教学专员

教学经理

初级班主任

中级班主任

高级班主任

教务经理

n  晋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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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服

年假

旅游
团建

生日
惊喜

年终
奖金

培训
学习

主题
派对

内部
球赛

节日
福利

n  员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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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简历

发放OFFER

面试

入职培训

01

02

03

04

签订三方协议05

签订劳动合同 06

n  面试及录用流程



自如体育人资部  
贾老师  18538700812
武老师  13014551828
蒋老师  19139914157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263号

自强不息     如是未来   



我爱运动 招聘简章

I LOVE SPORTS 成立于 2008 年，业务涵盖瑜伽康复、健身健美、营养餐/素食、互联网平台

和培训学院等。

2018 年，I LOVE SPORTS 明确提出以大数据为核心打造健身平台，自主研发的应用服务平 台

已初具雏形，是全国第一家实行 SaaS 管理系统+Ai 智能化+线下覆盖深度融合的健身企业。

营养餐/素食是 I LOVE SPORTS YOGA 的延伸服务。采选当季果蔬，从食材来源到卡路里，都

以最均衡的搭配。

在这里，瑜伽不仅是身体上的练习。I LOVE SPORTS 积极传播简约健康 的生活方式，向大众

传播正能量！

I LOVE SPORTS 同时涉足基因科技领域，将基因科技应用在患病风险预测、理疗康复和科 学

减肥等方面，不断丰富和创新我们的产品线及服务领域。

现因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学校招聘：

前 台：主要负责来访客户接待、会员问题咨询，账务处理等工作，要求：熟练操作 office，

男 170，女 160 以上

会籍顾问：建立与会员链接的桥梁、提供专业的健康顾问服务

私人教练：具有国际四大认证优先，帮助会员实施个性化健身规划专业健身指导与服务，要

求男 170，女 160 以上

管培生：以培养公司未来领导者为目标，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员工福利：

免费住宿+社保+每月员工团建+旅游+家人免费健身

联系方式：18838155402



企业发布信息模板

企业名称：
郑州黄金时代科技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星 联系人手机： 13903795494

企业 logo

图标

粘贴企业图标

企业地址： 郑州金水区郑花路 59 号左岸商业街 1栋 3层西 1-14 跨 企业规模：

企业性质： 其他 所属行业： 教育

企业介绍：

黄金时代健身，全称为郑州黄金时代科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自 1998 年 5 月 8 日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民健身，坚持“健身是终身的健康教育”这一独创性

的健身理念，以“引领中国健身产业，打造国际健身品牌”为己任，以“立足郑州、辐射中原、服务全国、知名世界”为战略目标，打造一流健身品牌。目前

公司旗下已运营和将运营的店面达 70 多家，本着中高端一站式健身娱乐休闲服务的标准，每家店面都配备完善的器械设施和丰富的健身课程，并实行统一管理，

力争为各界人士提供高尚的场所、专业的管理、丰富的运动项目和人性化的服务为主题的健身栖息地。由黄金时代健身拥有自主产权的 G-POWER 系列健身课程、

及独家引进玛的莎拉彭戈拉健身操，融合了中美先进的健身理念，已得到广大会员的认可。

近几年来，黄金时代健身凭借稳健的发展步伐以及专业优质的服务，逐步与恒大集团、绿地集团、万科集团达成区域战略合作，与上海农工商地产达成战略合

作联盟，与拉赫兰顿国际银行、光大银行、泰诺健等知名企业强强联合，刷新黄金时代健身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2014 年 10 月 18 日，黄金时代健身圆满举办

2014 黄金时代国际健联(IFBB)职业冠军赛亚洲站大赛，书写了中国健美健身事业跻身世界顶级健美殿堂的光荣历程。黄金时代跨组织大奖赛于 2003 年创办，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三届让黄金时代跨组织大奖赛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愈加广泛。

序号 职位名称
招聘

人数
岗位性质 工资待遇 年龄要求 工作区域 职位亮点 学历要求 工作经验 岗位描述

2 私人教练 300 全职 10k 以上/月 18-35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环境好 不限 不限
能吃苦，自律，有责

任心，想赚钱

3 游泳教练 300 兼职 5k~10K/月 18-40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环境好 不限 不限
能吃苦，自律，有责

任心，想赚钱



河南黑牛时代体育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黑牛时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河南黑牛时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的专业

机构。为各年龄段青少年提供专业的、科学的篮球运动环境，致力于让孩子在提

高篮球技术的同时享受篮球乐趣，培养勇于拼搏的运动精神和良好的团队意识，

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黑牛时代体育突破传统的训练观念，采用“以赛代练”的训练方式。各校区

主教练均来自体育专业院校，教练团队将多年教学经验与最新的科学训练方式融

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采取富有针对性和趣味性的训练方法，培养孩子运动

兴趣的同时磨练孩子的胆识，意志和承受能力，并为孩子提供比赛机会与平台。

黑牛时代体育以“青少年育人育体”为核心业 务，以学生为中心，提供本

地化的运动产品和服务， 坚持专业、高标准、高品质。



河南黑牛时代体育传播有限公司

二、岗位需求：篮球教练、课程顾问等岗位

序号 岗位 资格条件 招聘人数 薪资待遇

1 篮球教练

技能要求：篮球，体育教育

任职要求：

1、专科及以上学历；

2、为人诚恳、工作态度积极、踏实

肯干、有上进心；

3、有相关培训机构、体育院校培训

经验、专业队教练、退役队员或具

备其他相关技能或者条件者可优先

考虑。

岗位职责：

1、保证教学工作在公司教学体系和

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完成

2、课后进行及时的课程总结并定期

与家长沟通学员的上课情况，收集

客户反馈

3、管理自己班级上的新老学员消课

情况并做准确的记录以及准确记录

教练员本人的消课记录

4、提前为每周即将到来的课程教学

内容做准备，熟知学员人数，年龄，

水平及学习阶段

5、提前到场对教学场地进行布置，

对器械、教材的的使用保管

6、热爱体育事业，喜欢孩子有爱心，

有亲和力，有较强的的语言沟通能

力，有实践教学能力，形象好，球

技高。

15

无责任底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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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习公司有

完善的新人培训

和晋升渠道



河南黑牛时代体育传播有限公司

2 课程顾问

1.岗位要求：

①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有

销售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②热爱体育教育行业，性格外向，

有较好亲和力、沟通能力和抗压能

力；

③为人诚恳，工作态度积极主动，

踏实肯干。

2.工作职责：

①招生：针对 5-18 岁喜爱篮球运动

的儿童及青少年；

②通过市场推广、网络、活动等方

式搜集意向客户，并进行客户邀约；

③维护球馆秩序、接待来访客户，

有针对性地推荐合适培训课程和产

品；

④完成售后维护、增加客户粘度、

建立客户档案；

⑤授课期间辅助教学、球馆关系维

护等其他临时性工作。

15

无责任底薪+高

额提成+房补+全

勤+社保+团队旅

游+年终奖+外出

培训学习公司有

完善的新人培训

和晋升渠道

福利待遇：

1、薪资 4-8K 不等 2、每周带薪打球聚餐等团建活动每月红包或礼物奖励

3、年终分红、年终旅行、年度体检 4、外出学习 5、购车购房筑梦基金

三、工作地点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科技大厦 11楼 1111室

联系方式：赵老师 15515511937

招聘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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