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公交车线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公交车线

路路：：99路路、、1111路路、、2727路路、、7272路路、、7878路路、、106106路路、、

118118路路、、130130路路、、133133路路、、310310路路、、317317路路、、327327

路路、、328328路路、、338338路到八方大厦站下路到八方大厦站下。。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关于逐步恢复现场招聘活动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
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6号）精
神，加快恢复和稳定就业，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
人力资源服务支撑，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逐步恢复
现场招聘活动。

招聘人员和求职人员进入招聘大厅，需出示
八闽健康码，显示绿码后方可进入招聘现场。实
行“绿码+佩戴口罩+测量体温+网上登记”进场制
度，发现非绿码、体温异常、咳嗽、乏力等症状人
员，一律予以现场劝返。

福 建 人 才 大 厦 三 楼 招 聘

大 厅 近 期 举 办 日 期 ：2020 年 6

月 20 日（ 周 六 ）；7 月 4 日（ 周

六 ）、11 日（ 周 六 ）、18 日（ 周

六 ）、25 日（ 周 六 ）。

注：逢每周六在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

厅（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36号）举办综合人才

招聘会。时间为上午 8∶30至12∶30。

电话：0591-87548854、87625420、87383060

传真：0591-87625420

E-mail：059187548854@189.cn

网上展位预定：www.hx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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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黎波 邮箱：58582020@qq.com 招聘

福州集升物业
1.综合水电工：年龄50周岁以下，持

有电工证；月薪3200～3700元。

2.安保员：男女不限，年龄 55 周岁以

下，月薪1800～2500元。

3.工程部经理：1 名，年龄 50 周岁以

下；有专业职称，熟悉机电设备一体管

理，有经验者优先；月薪 6000～7000

元。

4.楼管员：年龄 55 周岁以下，月薪

1800～2100元；熟悉基本办公软件。

公司提供社保、医保、过节费、高温

补贴及绩效奖金。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A

区37层

电话：0591-88010033 方小姐

福州盛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5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的科技型
公司。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办公一体化软件系统与
集成、流程化机器人开发与实施、物联网相关技术
创新与研发、信息安全服务与集成。

一、软件售前
岗位要求：

1.负责公司主营产品的售前咨询顾问工作；
2.根据客户需求，制作需求文档和解决方案；
3.研究行业、市场、用户需求、潜在竞争对手技

术方案等方面的信息，为公司产品和方案提供合理
化建议；

4.支持销售人员完成目标客户需求引导、技术
交流、方案讲解、产品演示及售前技术支持工作，促
进销售目标达成；

5.对售前咨询过程中的客户需求进行收集及反
馈、根据典型客户的应用场景，进行分析与总结，提
出产品优化的建议；

6.售前咨询相关资料编写及整理工作，客户及
合作伙伴案例编写与培训工作。
薪资待遇：

月薪 5000～10000元；周末双休、五险、带薪年
假、年底双薪、奖金丰厚、绩效奖金、全勤奖、加班补
助、交通补助、出差补贴、餐补房补等福利。

二、实施开发工程师
岗位要求：

1.负责流程自动化项目的实施开发；
2.负责与客户沟通，分析客户需求，完成项目框

架设计及业务流程设计；
3.流程自动化项目交付测试，保证测试交付质量；
4.依据工作需求，负责编写和维护技术文件；
5.勤奋好学、思维清晰，工作认真，责任心强；
6.有良好团队精神及团队协作能力。

薪资待遇：
月薪 3000～15000元；周末双休、五险、带薪年

假、年底双薪、绩效奖金、全勤奖、加班补助、交通补
助、出差补贴、餐补等福利。

三、商务投标专员
岗位要求：

1.完成公司各类产品的标书编制工作；
2.负责项目资格预审、报名工作；
3.负责市场分析调研工作。

薪资待遇：
月薪 2000～8000 元、周末双休、五险、带薪年

假、年底双薪、奖金丰厚、绩效奖金、全勤奖、加班补
助、包住宿、出差补贴等福利。

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州盛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欣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6月，是福建省住建厅核发的三级房屋建设

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三级钢

结构工程施工、三级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

方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城市道路照明工

程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

程施工、三级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三级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施工、建材销售批发等企业。

急聘：资质员1名
岗位要求：

大专或以上学历，年龄22-40岁。

职位概述：

建筑公司证件维护、延期、年检、继续教育

等，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周末双休，工资面议。

联系人：王先生 13599433261

邮 箱：1145910227@qq.com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齐安新苑西门5号楼背

后便民服务中心二楼

福建欣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州中环互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自 2020年 5月 27日起与福州市鼓楼

区燎原房产经纪服务部（得贵城店）解

除/终止加盟关系。现我公司正式对外

声明以下事项：

即日起，福州市鼓楼区燎原房产经

纪服务部（得贵城店）不再享有使用“中

环”“中环地产”“ ”商标的权利，其

对外的任何活动、业务往来及其他行为

与我公司无关。今后如因其假借中环

名义从事任何活动而导致的任何问题，

我公司均不予承担责任。

特此声明。

福州中环互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7日

解除/终止加盟关系的声明

福建永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1年11月，企业资质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地基与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园林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城市道路照明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急聘]招投标专员
岗位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女性，诚
实正直，细心、耐心，责任感强；

2.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

协调能力；
3.会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软

件。
薪酬福利：

3000～4000元/月；周末双休、
五险、交通补助、餐补、房补、通讯
补贴、节日福利、立即上岗、员工旅
游、出国机会。

[急聘]办公室文员
薪酬福利：

薪资面议；周末双休、五险、带
薪年假、年底双薪、加班补助、交
通补助、出差补贴、通讯补贴、员
工旅游。
招聘报名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永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庚集团创建于1997年，总部在上海，拥
有资产总值超过 1200亿元，是一家具有内外
资背景、全国性、全产业链的综合性大型集团
公司。现有四大板块——地产板块、产业园
区、供应链、金融投资；落子福建、上海、北京、
重庆、大连、江苏、浙江、湖北等国家重点省
市；累计投资、开发的项目 40多个，土地开发
建筑面积已超1100多万平方米。

2018 年，中庚集团荣获“中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 62强”“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稳健经
营6强”“中国房地产开发品牌价值华东10强
企业”“中国房地产开发福建省 10强企业”等
荣誉。

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是中庚集团旗下
大型的城市公司，在闽有着多个成熟的项目、
良好的口碑及深厚的群众基础；2019年，福建
中庚置业同时运营着12个项目，规模庞大，有
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置业顾问
招聘人数：30人

岗位要求：
1.负责客户接待，了解客户需求，维护已

有渠道关系人脉，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圈层认
知，做好客户的追踪、联系，促成交易；

2.通过地推陌拜等方式，完成以带访
量、成交量为最终目的，积极达成现场带
访；

3.负责客户签约及后续相关服务，成交客
户维系。
任职要求：

年龄 45周岁以下，有地产行业销售经验
者优先，有其他行业销售经验者亦可，接受应
届毕业生。
工作地点：

中庚琅岐、连江、福清项目部
薪酬待遇：

7000元+佣金提成+五险一金（包住）
联系人：王先生 0591-87618107
简历投递邮箱：613221596@qq.com

（请备注应聘公司和岗位）

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诚聘

福建和企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

名：泉州市中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9年

成立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中国联通福建分公

司 400电话受理中心以及呼叫中心技术提供

服务商。公司以 400 业务为主切入点，融合

了呼叫中心、企业 CRM、协同办公（OA）、

IM 即时通讯等多项电信增值服务功能，同

时开发了AI智能语音系统、知识产权认证、

企业信用评级等服务，为企业客户提供集通

讯、系统、营销、管理、品牌缔造等全方位的

企业服务。

[急聘]高级客服（可招应届生）
岗位要求：

1.18-35岁，大专或以上学历（优秀者可

放宽）；

2.普通话标准、服务意识强、声线柔美、吐

字清晰；

3.能熟练使用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中文输入60字/分钟以上；

4.从事过通信行业者优先考虑；

5.适应外界的抗压能力。

薪酬福利：

6000～8000 元/月；五险、带薪年假、绩

效奖金、全勤奖、通讯补贴、节日福利、专业

培训。

[急聘]渠道专员（可招应届生）
岗位要求：

1.能适应陌生拜访及电话营销洽谈项目；

2.具备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理

能力；

3.应届毕业生及有电话营销经验者优先

录取。

薪酬福利：

4000～8000元/月；五险、绩效奖金、全勤

奖、交通补助、出差补贴。

招聘报名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和企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