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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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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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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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联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

10月，由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国有控股，专注于化

合物半导体射频芯片的晶圆代工服务。

一、设备工程师 面议

岗位要求：
1.具2年以上半导体、LED厂设备保养维修经

验；

2.设备维修保养、设备性能维护及改善提升、

设备参数数据分析管理，设备危害风险控管。

任职要求：
1.可接受轮班工作制（上2休2，月休15天）；

2.本科以上学历，电机、电子、机械、化工相关

专业毕业。

二、整合工程师 4000～6000元/月
岗位要求：

1.产品制程程序管理；

2.工程及技术资料收集；

3.产品良率提升与故障分析；

4.WAT测试与良率分析。

任职要求：
1.化工、材料或电气等工科专业优先；

2.沟通能力佳，具有一定抗压能力。

公司福利：
1.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免费班车、节日福利、

定期体检、专业培训；

2.薪资项目：有竞争力的薪资、优秀员工奖金

等；

3.上班班次：正常班，上5休2；双休制轮班，上

2休2，正常上班15天；

4.员工关怀：

福利津贴：节日慰问品、生日蛋糕券；

幸福班车：上下班厂车接送；

可口餐饮：免费工作餐、加班餐；

舒适住宿：提供全新2人精装宿舍；

文娱活动：提供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台球等

运动设施与活动场所；

假期福利：享受带薪年假、陪产假、婚假等国

家法定节假日；

教育发展：提供持续性、多元性和专业性的内

外部培训机会。

工作地点：莆田涵江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省福联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福州新易科技高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创建于 1993年，是东南亚大型的模具制
造商，主要经营Adidas、Reebok、迪卡侬、
Nike、AND1、AVIA 等鞋模的制造加工
与出口等。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集
团发展为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多元化
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东
南亚地区设立了分公司。目标市场主
要面向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多年不断
的发展与求新之后，集团已初步完成中
国大陆的整体布局，拥有精密模具、精

密产品的研发与制造，集团秉承优质创

新、科技兴国之宗旨，凭借多年的精密

制造技术，诚邀有干劲、有抱负、有潜质
的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与我们共同携
手，发展高科技产品，推动民族工业发
展，共创辉煌！

业务部外事业务品牌负责人
职位概述：

处理对外业务事务，懂英语，会翻译
看邮件，能与国外客人沟通。
岗位要求：

1.英语六级、专业四级以上水平；
2.书写及口语流利者优先；
3.五险一金，享受国家福利，提供食住；
4.试用期 3个月，工资 4000元，转正

后工资面议。
工作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青口投资区。
薪酬福利：

4000～6000 元/月，周末双休、五险
一金、带薪年假、奖金丰厚、绩效奖金、包
住宿、通讯补贴、立即上岗。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州新易制模有限公司

一、水工设计人员 1人
岗位要求：

1.水利类，大专以上学历；

2.从事水工设计（水库大坝安

全评价、河道整治）等工作；

3.3年以上工作经验，有水库

大坝安全评价工作经验者优先。

工作待遇：
底薪（5000元/月）+项目抽成+

五险一金+节假日补贴+食宿补贴。

工作地点：福建省福州市

二、水文水资源设计人员 1人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水文水资

源等相关专业，具备水文水资源

工程相关知识；

2.从事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河

道整治等项目的水文设计工作；

3.3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水

库大坝安全评价工作经验者优

先。

工作待遇：

底薪（5000 元/月）+项目抽

成+五险一金+节假日补贴+食宿

补贴。

工作地点：福建省福州市
邮 箱：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某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福建事业部
三明市国投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

司系三明市政府同意、经环保部批准的

具有承接三明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环评

资质的国有企业。

环评技术
职位概述：

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和土壤调

查，通过现场调查，与业主和部门沟通，

按相关法规、标准和导则要求编制合规

的环保咨询文件。

岗位要求：

1.热爱本职工作，具备较强的学习、

沟通和表达能力；

2.需外出看场，能吃苦耐劳；

3.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能

力，会使用 Office、CAD、PS 等常用办

公软件；

4.具有化工、过程控制等专业知

识；

5.硕士以上学位优先。

薪资福利：

月薪 5000～15000元、周末双休、五

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金、年终分

红、全勤奖、出差补贴、高温补贴、节日

福利、专业培训、定期体检。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三明市国投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