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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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周 六）、12 日（周 六）、19 日（周 六）、

26 日（周 六）；10 月 10 日（周 六）、17 日（周 六）、24 日（周 六）、31 日（周 六）。

72020年9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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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商运营 5000～8000元/月

职位概述：

1.结合品牌需求及产品特性制定年度、季度营销推广目

标和策略；

2.负责京东店铺/小程序商城的日常运营和维护，参与电

商平台活动制定相应商品销售推广计划，营销方案，提高线

上店铺运营能力，完成运营目标；

3.负责线上店铺推广，提高店铺点击率和浏览量，完成销

售目标；

4.负责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平台或社区宣传推广文案

的撰写，为粉丝策划和提供优质、有创意有高度传播性的内

容，增加粉丝数量，提高粉丝转化率；

5.定期针对广告及活动等推广效果跟踪评估，负责统计、

分析推广数据及效果，不断做出优化方案。

岗位要求：

1.具有3年以上主流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的运营经验，有

服装行业运营经验者优先；

2.熟悉京东、小程序等电商平台的运作及推广模式，并能

制定相关的计划，能独立完成京东平台的产品管理流程，较

强的数据分析能力，提高点击率和浏览量，完成目标；

3.熟悉电商平台特别是京东网的操作和其各种营销工具

的使用，能不定期策划淘宝商城营销活动及相应广告；

4.有文字功底和创意能够独立完成推广文案的撰写，能

主动承担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5.沟通能力和执行力强，有较强责任心，对时尚和珠宝首

饰抱有热情。

二、美工 4000～5000元/月

职位概述：

1.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别，设计不同的宝贝描述模板及宝

贝相关推荐促销页面；负责公司内的广告和专题的设计；

2.促销活动期间的单品设计整改及促销设计宣传版面；

强化店铺的内容互动，配合频道的内容规划，加强店铺特色；

3.有商场 POP、吊旗、海报、围墙包装设计，画册、及宣

传印刷品设计、VI的设计、效果图创意设计的经验及成品；

4.新颖的设计理念，突出的形象及色彩表现力，能够独立

设计、制作企业VI系列和店铺终端广告等形象；

5.了解大型零售卖场内部装饰陈列设计，熟练使用相关

设备；

6.具备丰富的市场推广活动策划实践经历；有较强的沟

通、协调能力和开拓意识，思路清晰。

岗位要求：

1.有 1年以上工作经验，广告学、美术设计或相关专业，

会使用平面设计常用的软件 ，熟练使用各种制图软件如

photoshop、Coreldraw、Pagemaker、Indesign、llustrator、Auto⁃

CADflash、flash等图片制作软件和会使用。

2.负责公司淘宝店铺、天猫店铺的装修、图片制作及美化

设计稿、整体美化，直通车，钻展活动广告和相关图片的制

作，以及设计定期的推广活动；

3.熟悉印刷、喷绘修图改图等后期制作流程；

4.熟悉广告拍摄流程及相关工作并具备丰富的实践

经验。

三、行政文员 3000～6000元/月

职位概述：

1.负责部门一些日常行政事务，配合上级做好行政人事

方面工作；

2.负责办理各类文件手发、登记、签约、清退、整理、归档、

保密工作；

3.负责考勤管理、劳动合同签订、钉钉系统管理，内部员

工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4.负责会议通知及拟写，下发工作，负责设计相关专题会

议的记录和文字材料的整理；

5.负责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工作，做好信息的上传下达；

6.组织企业文化的建设工作，年会安排、文体活动等；

7.负责资产配置的管理工作，包括清点，维护和登记；

8.协助对新员工进行企业制度与文化的培训工作，建立

企业形象；

9.协助上级安排的事务、安全管理，积极完成上级交代的

临时事务；

10.协助和输入把关生产部门计件日志。

岗位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

2.能熟练操作Word、Excel等办公软件及设备；

3.有责任心，做事认真、踏实、细致和敬业精神；

4.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能承受一定的工

作压力；

5.有行政和文员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6.此岗位可招收应届毕业生。

四、外贸服装打版师 5000～8000元/月

岗位要求：

1.有服装打版经验；

2.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脑制版软件（格博制版软件）；

3.对设计图纸及生产工艺单有较强的认识及领悟能力；

4.对服装面料、工艺有深刻的了解及处理能力；

5.有责任心，细心，有团队合作精神；

6.会格博制版软件者优先考虑。

公司福利：

免费工作餐、住房补贴、工龄奖（2019年起在公司服务满

3年将颁发金戒指 1枚，服务满 5年将颁发金项链 1条，服务

满 10年金镯子 1个）、年终奖、团建奖、绩效奖、生日贺礼、带

薪学习、社保、旅游及晋升空间。

邮箱：858466320@qq.com

（标题备注：应聘公司名称+岗位+姓名）

福州天泰行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客户服务事业部于1997年4月成立。为满足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12333
客服顾问，主要承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的业务及政策咨询、信息查询等服务。

岗位要求：

1.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良好的表

达能力；

2.学历及年龄要求：高中或以上学历，

18-30周岁。

工作内容：

运用12333呼入平台，提供福建省范围内

的社保卡、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劳动就业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咨询、信息查询等方

面的话务服务。

工作时间：

8∶00—22∶00，日均上班时长7小时，月均

休5～6天。

职业发展通道：

1.职位晋升空间：客服顾问—质量监督

员—值班经理—客服督导。

2.本部另设有现场班长、业务支撑等岗

位，新员工入职1年后可根据工作表现情况参

加相关岗位的竞聘。

工作地点：

福州市晋安区福马路紫阳电信大楼四楼。

薪酬福利：

月薪3000～5000元，实行计件制，上不封

顶；缴纳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享

受带薪休假、高温津贴、交通补贴、定期健康

体检等。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12333平台客服顾问招聘公告

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金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8年 7月 7日，公司注册资本 57万

美元，总投资 100多万美元。主要经营的产

品有铁、木家具、帆布画、木制工艺品、树脂

工艺品、日用工艺系列及文具用品、圣诞礼

品等，是专业生产家具及家居装饰品的出口

企业。公司曾荣获 4项专利申请，15项产品

设计版权。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欧盟、澳

大利亚、香港等地。

公司地处闽侯县尚干镇尚干工业区（位

于高速公里兰圃出口处），距离福州市区 22

公里，占地面积 8514平方米，厂房 20000平方

米，在职员工 235人，其中管理人员 17人、产

品设计开发人员 11 人、业务人员 8 人（业务

部办公地点在福州闽都嘉园），年生产能力

可达800万美元。

一、业务主办 4000～8000元/月

岗位要求：

1.中专或以上学历；
2.年龄18-35岁；
3.能用流利的英语口语跟客户交流，英语

四级以上；
4.能独立完成对外客人询盘、洽谈、制作

订单、交单等全流程工作，协调与工厂生产，
安排各部门的工作衔接。

二、油画家 5000～10000元/月
岗位要求：

有设计和开发能力。
其他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
2.每周出作品。

福利待遇：
周末双休、五险、带薪年假、绩效奖金、包

住宿。
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州金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铭祥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年，专业从事塑胶模具设计开发、

注塑成型、塑胶件及金属件喷涂与丝网

印刷、移印、烫金镭雕以及电子产品装

配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电子

通讯、家用电器、日常五金等行业，目前

已与国内外多家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

一、注塑成型品质主管 1名

薪资面谈，负责公司产品品质把

关，异常处理；有做过塑胶行业者优先

考虑。

二、成型作业员 8名

月薪4400～6000元，有经验者优先。

三、电工 1名

有电工证，有经验者优先考虑，薪

酬面谈。

所有入职人员享有工作餐、伙食

补贴等；公司正式员工享有年终奖

（部分岗位）、全勤奖、工龄奖、住房补

贴、夜班补贴、岗位津贴及提供带薪

休假；5 年以上员工享有带薪免费出

境游。

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州铭祥实业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TL）成立于 2011年，总部位于福建宁德。

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

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

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公司目前拥有四大

生产基地及两大研发中心，并分别在德国、法

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设立分公司，业务

辐射全球。2018年 6月，公司正式上市，股票

代码为300750。

生产技术工人
1.接受两班倒，2个月白班，2个月夜班；

2.接受上班时穿连体衣，劳保鞋，戴口罩

手套；

3.接受长时间（12H/D）站立工作模式；

4.接受上班时间不能随意跑动，一天只能

离岗3次且离岗必须佩戴离岗证才可离岗；

5.年龄22-40岁；

6.无明显纹身（大小不超过手掌心，且没

有攻击性）、烟疤；

7.综合月收入4500～7000元；

8.年收入最高可达 10万元，先到先招，招

满结束。

福利待遇：

入职享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工伤、失业、

生育及住房公积金）。

继续教育：“二元制”人才培养。

带薪假期：国家法定假、福利年假、有薪病假。

节日慰问：春节红包、生日礼品、节日礼

品、团队建设。

生活健康：免费住宿、自助厨房、免费班

车、年度体检。

联系方式：王先生13123152507（微信同号）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谢起树，遗失助理工程师职称证
书，证书号：HR394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