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公交车线路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公交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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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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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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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现场招聘活动
现 场 招 聘 活 动 近 期 举 办 日 期 ：7 月 25 日（周 六）；8 月 1 日（周 六）、

8 日（周 六）、15 日（周 六）、22 日（周 六）、29 日（周 六）。

7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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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榕谷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新成立
的新锐白酒品牌商贸公司，现主营白酒行业新
锐品牌——谷小酒系列产品在福州地区的经
销运营。

一、高薪营销代表 若干

岗位职责：
1.按固定路线、频率拜访终端，完成产品铺

市、陈列、协助终端下单订货并协调完成配送；
2.负责采集、整理辖区内分销商、批零网

点、餐饮网点的客户资料，并有效管理、维护客
情关系；

3.通过制定有效的营销方案，完成公司下
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指标。
任职要求：

1.有抖音、快手、微商、淘宝短视频等线上
网络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有互联网工作经验者优先；
3.高中或以上学历，有一定销售经验；
4.85后，男女不限。

薪资：5000～8000元/月

二、财务 1人
岗位职责：

1.审核公司各项费用支持，安排结算和核
算工作；

2.制作会计报表，数据统计与上报；
3.报销费用审核、凭证的编制和登账；
4.处理公司各项财务工作；
5.其他数据统计。

任职要求：
1.财会类专业，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等相关

证书；
2.熟练操作财务软件及办公软件；
3.工作细致严谨，责任心强；
4.认同公司文化，认同团队精神，有激情，

有梦想，性格开朗、吃苦耐劳。
薪资：面议
薪酬福利：

底薪+绩效、提成、社医保、意外险、团建、
年终奖、合伙人制、广阔的发展空间。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省榕谷贸易有限公司
电销专员
职位概述：

1.负责搜集新客户的资料并进行沟通，

开发新客户；

2.通过电话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客

户需求寻找销售机会并完成销售业绩；

3.维护老客户的业务，挖掘客户的最大

潜力；

4.定期与合作客户进行沟通，建立良好

的长期合作关系。

薪酬福利：

上岗享受：周末双休、奖金丰厚、员工旅

游；薪资面议。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备注应聘的公司+岗位）

福州首融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高级系统集成工程师 5000~10000元/月

岗位要求：

1.计算机、通信相关专业，大专或以上学

历，具有1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主机操作系统（windows、Linux），

了解Docker容器技术；

3.熟悉虚拟化技术（openstack、KVM、

Vmware、云管平台）；

4.熟悉虚拟化环境下的网络、存储使用

方式；

5.熟悉基础架构、数据库（Oracle、Mysql、

SQL Server等）及应用中间件部署方式。

福利待遇：双休、五险一金、13薪。

联系方式：15980707692 陈先生

公司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园D区

28栋楼

福建信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运维支撑 2人

岗位级别：运维工程师中级、初级

工作内容：

1.负责云平台统一运维和运维体系建设，负责云平台的

信息安全维护及加固工作；

2.负责建立并完善云平台质量指标体系，指定云平台服

务质量目标；

3.负责指导客户使用相关产品；

4.负责工单受理并协调厂家处理工单故障；

5.负责关系数据库和数据备份能力的建设优化、解决方

案和技术创新；

6.参与项目的计划、实施方案、项目交付文件的编写和

审核；

7.对客户进行现场培训和现场技术支持。

岗位要求：

1.计算机、通信相关专业，大专或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

上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主机操作系统（windows、Linux），熟悉Docker容
器技术；

3.熟悉虚拟化技术（openstack、KVM、Vmware、云管平台）；

4.熟悉虚拟化环境下的网络、存储使用方式；

5.熟悉基础架构、数据库（Oracle、Mysql、SQL Server等）

及应用中间件部署方式。

薪资福利：

月薪6000～10000元、五险一金、双休、法定节假日、13薪。

工作地点：长乐

二、解决方案工程师 1人

岗位级别：项目专员中级、初级

工作内容：

1.制定并优化数据指标体系，包括不限于日、周、月、年

级别的数据体系；

2.跟踪数据需求进度，沟通需求并跟进后续执行落地情况；

3.协助项目经理处理日常事项。

岗位要求：

1.计算机、通信相关专业；

2.熟悉 WORD，EXCEL，POWERPOINT 等文档编辑

工具，有一定的文档输出能力；

3.有较强责任心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于采购方交予的任

务尽职尽责，完成到位，做好汇报工作；

4.学历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

5.工作年限要求：1年或以上；

6.适应高压工作环境、长期驻点长乐数据中心。

薪资福利：

月薪6000～10000元、五险一金、双休、法定节假日、13薪。

三、初级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2人

岗位级别：初级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工作内容：

1.负责企业数据仓库平台的ETL和取数开发，解决现有

的业务需求和未来增长的数据需求；

2.负责企业数据仓库模型的维护，数据质量稽查与监控。

岗位要求：

1.计算机、通信、电子等相关专业大专或以上学历；

2.具有一年以上数据库应用设计和开发经验，熟悉关系

数据库原理，掌握SQL语言编程，熟悉至少一种数据库工具

的开发（如SQL SERVER、ORACLE、DB2）及相关性能调优

工作；

3.有电信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有统计分析相关知识或

经验者优先；

4.计算机相关专业优秀应届毕业生可考虑，要求理论基

础扎实，带薪培训1~2个月。

薪资福利：

月薪5000～6000元、五险一金、双休、法定节假日、13薪。

工作地点：三明梅列区移动大厦、南平市区

四、系统集成售前 1人

工作内容：

1.负责完成ICT类相关项目的咨询设计、方案规划编写；

2.负责完成针对用户方的咨询规划、产品选择、技术交

流、方案宣讲、系统演示等工作；

3.负责与合作伙伴厂商的产品交流、技术沟通及资源整合。

岗位要求：

1.计算机、网络、通信工程或相关专业毕业，具备二年以

上行业信息化咨询经验或售前相关工作经验；

2.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并具备快速学习与

知识整合能力；

3.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强。

薪资福利：

初级月薪6000～9000元，中级月薪9000～12000元。

五、ICT项目售前 1人

工作内容：

1.负责完成 ICT类相关项目的咨询设计、方案规划编

写、招投标书编制，进行技术、商务上的讲解和答疑等工作；

2.负责完成针对用户方的咨询规划、产品选择、技术交

流、方案宣讲、系统演示等工作；

3.负责与内部实施交付团队做好需求沟通、预算沟通、

技术协调等工作；

4.负责与合作伙伴厂商的产品交流、技术沟通及资源

整合。

岗位要求：

1.计算机、网络、通信工程或相关专业毕业，具备二年以

上行业信息化咨询经验或售前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移动自有业务、常用网络组网技术，提供常规 ICT
业务、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集成项目等设计规划服务；

3.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强。

薪资福利：

初级月薪6000～9000元，中级月薪9000～12000元。

咨询电话：0591-87383046、87628310

简历投递邮箱：2239988982@qq.com

中国海峡人才网委托招聘岗位

福州中环互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自

2020年 7月 14日起与福州市仓山区好居房

产中介所（三江城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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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区好居房产中介所

（三江城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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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

解除/终止加盟关系的声明

招商服务部职员 1名

合约部职员 2名
薪酬待遇：

招商服务部：正式签订劳动合同，
试用期3个月，考核期6个月，聘期不低
于3年。薪酬待遇根据应聘者所具备的
条件，年薪约 6万～8万元之间，享受五
险一金及休假待遇。

合约部：正式签订劳动合同，试用
期 3个月，考核期 6个月，聘期不低于 3
年。薪酬待遇根据应聘者所具备的条
件，年薪约 8万～15万元之间，享受五
险一金及休假待遇。
联系人：叶女士
电 话：0591-87628260
邮 箱：858466320@qq.com

（请将应聘表及学历证书复印
件发送至邮箱）

福州市江阴工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