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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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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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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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省电

子信息产业的骨干企业之一，1999年5月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证券代码：600203）。截至2019年底，公司职工

总数为 4433人，总资产为 74.92亿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113.77亿元。

一、技术管理岗 6000～10000元/月
岗位职责：

1.组织公司拟开发产品、拟投资项目的技

术调研；

2.参与各所属企业、事业部技术创新项目

立项、验收、成果等过程管理；

3.参与各所属企业、事业部技改投资项目

技术调研、后评价等过程管理，协助环评报批、

贴息免税报批等；

4.协助组织公司管理体系认证；

5.组织对所属企业、事业部、品牌授权企

业体系有效性监督审核；

6.组织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及评价激励体

系，建立健全技术管理办法并贯彻实施；

7.负责技术创新、技改投资统计；

8.负责各所属企业、事业部其他所需的技

术支持。

岗位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电子、通讯、半导体、

工程技术类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研究生以上学历可放宽对职称要求；

2.5年以上中大型企业产品开发、技术管

理工作经验；

3.熟悉与电子信息产品开发、生产相关的

政策法规、标准规范；

4.熟悉与电子信息产品开发、生产过程有

关的各类技术规范；

5.熟悉计算机及信息化系统的应用；

6.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协调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

7.能够服从安排，根据工作需要短期派驻

至所属企业。

二、企业管理岗 6000～10000元/月
岗位职责：

1.指导、协助所属企业、事业部健全、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针对各所属企业、

事业部在生产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可操

作性建议、措施并予跟踪监督，帮助所属企业、

事业部实现经营业绩的提升；

2.负责组织实施企业管理类专题调研工

作、参与制定公司年度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方

案；

3.负责研究、收集国家产业政策、经济发

展动态和行业发展动态，为公司领导和各所属

企业、事业部提供相关资讯，编制公司年度经

营计划，组织季度经营分析会；

4.负责各所属企业、事业部生产经营方面

重大的提案管理，为公司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

参考意见；

5.负责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生产经营方面

的相关工作及年报、半年报有关生产经营方面

的编制工作；

6.负责公司资产（股权）处置工作。

岗位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相关专业，经济或会计类中级职称；

2.5年以上中大型制造业企业相关岗位工

作经验者优先；

3.具有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专业特长，

较强的经济分析能力、扎实的企业管理理论

与实践能力，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强烈的求

知欲；

4.品行端正、事业心与责任心强；

5.能够服从安排，根据工作需要短期派驻

至所属企业。

福利待遇：
1.工作时间每周5天工作制，双休；

2.公司为员工提供文体娱乐活动，包括羽

毛球、乒乓球、健身等活动娱乐；

3.享有正常国家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等

福利；

4.入职即办理五险一金，包括高温费、过

节费、年底奖金；

5.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晋升空

间。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53号正祥
商务中心2号楼12-13层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系福建华兴

会计师事务所，创立于 1981年，隶属福建省财政厅。2019
年 7 月，更名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华

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财政部和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中国人民银

行和财政部批准的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资格，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的从事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

具相关业务资格，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从事军工涉密业

务咨询服务资格，并先后设立北京、上海、厦门、泉州、漳

州、龙岩、莆田、江西、广东九个分所，连续多年榜列全国

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

一、质控部经理
岗位职责：

项目质量复核，特殊业务现场复核，参与重大事项处理

及分歧讨论，参与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检查、业务项目质量

检查与职业道德检查，评价项目组遵守职业准则及质量控制

政策的情况，业务培训。

岗位要求：

1.年龄35周岁以下；

2.本科以上学历；

3.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4.从事5年以上证券业务审计或质量控制相关工作；

5.熟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准则；

6.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抗压能力；

7.3年以上质量控制工作经验者、熟悉金融或国际业务、

英文读写能力强者优先。

二、高级经理
岗位职责：

重大项目质量复核或现场复核，负责重大事项处理及分

歧讨论，负责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检查、业务项目质量检查

与职业道德检查，评价项目组遵守职业准则及质量控制政策

的情况，业务培训。

岗位要求：

1.年龄40周岁以下；

2.本科以上学历；

3.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4.从事10年以上证券业务审计或质量控制相关工作；

5.熟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准则，了解国际会计准则；

6.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抗压能力及团队管理经验；

7.5年以上质量控制工作经验者、熟悉金融或国际业务、

英文读写能力强者优先。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备注：姓名+华兴+职位）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招聘启事
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于 1966年，是专责

推广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外贸易的法定机构，服

务对象包括以香港为基地的贸易商、制造商及

服务业者。在中国内地设有 13个办事处，致

力推广香港作为全球企业与中国内地经商的

平台。

副贸易推广主任 8000～10000元/月
岗位要求：

1.与内地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合作关

系，推广贸发局服务；

2.鼓励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商贸平台走向

国际；

3.向重点目标客户介绍贸发局服务；

4.协助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内地组织市场

推广活动，包括展览会、市场访问、研讨会等；

5.物色新的市场推广渠道及合作伙伴，并

制定策略香港与推广贸发局平台；

6.推广贸发局的线上及线下展览会、贸发

网等平台；

7.协助港商了解内地的外商投资政策、市

场趋势及商机。

入职条件：
1.熟悉中国内地有关外商投资政策，对经

济时事、国际贸易及财经动向有敏锐触觉；

2.本科或以上学历，并且拥有 3年或以上

贸易、项目管理、公共关系或展会组织等工作

经验；

3.良好中英文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良好

的组织及沟通能力；

4.熟悉微软办公软件及互联网应用，愿意

出差及不定时工作；

5.熟悉福建省市经济、贸易核心产业或熟

悉省市政府、事业单位部门等关系及工作；

6.了解新媒体或有相关工作经验（专业或

非专业）；

7.性格主动、外向；

8.理解或对粤语感兴趣。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香港贸易发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