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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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周 六）、24 日

（周 六）、31 日（周 六）。

72020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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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福州
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于 1997 年 4 月成立，位
于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1 号。我们始终贯
彻“用户致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立
足行业特色，为客户提供满意优质的服
务，先后荣获“中国（亚太）最佳呼叫中
心”、全国级“巾帼文明岗”、全国级“青年
文明号”、“全国学习型班组”、集团公司
金牌服务竞赛“优秀客户服务团队”等光
荣称号。

10000号宽带诊断专家
岗位要求：

1.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良好的表
达能力；

2.大专或以上学历，男 18-35 周岁，女
18-30周岁，计算机专业优先。
工作内容：

运用 10000、10001、网上营业厅等多种电
子手段，在线为福州的宽带客户解决宽带故障
问题。

工作时间：
轮班：日均上班时长 6.5小时，月均休 4-5

天。轮班时间为8∶00-23∶30。
职业发展通道：

1.每年进行一次岗位调整，包括积分升档
和岗位晋升；

2.本部另设有管理运营、业务支撑等管理
岗位，新工入局一年后可根据工作表现及能力
参加相关岗位的竞聘。
工作地点及环境：

福州市东街口 1号邮电大楼。工作场所
明亮、整洁、安静，为每位员工提供衣、鞋柜等，
同时配有休息室、沐浴间、冰柜、微波炉等设
施。
薪酬福利：

月工资 3000～5000 元。缴纳五险一金，
享受带薪休假、高温津贴、餐补、交通补贴、定
期健康体检等。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福建省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谷米恒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米科技）
坐落于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谷米科技是经国家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委员会认证
的涉密军工企业，国家保密局认证的保密企业，可以参
与军队及地方政府的机密级、秘密级的系统集成等核
心业务。公司与多所军事院校、军事科研单位拥有非
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是一家为军队行业提供技术服务
的企业，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
证企业。

一、技术工程师
岗位要求：

1.绘制CAD图纸；
2.工程现场管理；
3.跟踪工程进度，用户技术指导；
4.熟悉安防布线、安装、软件调试。

其他要求：
1.计算机、自动化、土木等理工科专业优先；
2.熟悉Office软件、CAD等制图软件者优先；
3.学习、沟通能力好，能适应短期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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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福利。

二、智能化项目经理
岗位要求：

1.负责智能化工程项目部日常管理工作，施工队及
施工现场管理；

2.负责系统与产品安装调试，内业资料、竣工验收

等智能化专业方面的工作；

3.负责与施工队、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沟通协调，保

证工程进度及施工质量。

其他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电子、电气及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2年以上智能化工程管理经验；

3.有较强的语言表达、组织协调能力及较强的责任心。

薪酬福利：
5000～8000 元/月，周末双休、五险一金、带薪年

假、奖金丰厚、绩效奖金、节日福利。

三、智能化实习生
岗位要求：

负责智能化相关内容，建筑智能化专业优先考虑。

其他要求：

1.热爱学习，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沟通能力强；

2.服从领导安排，有团队意识；

3.实习期 3 个月，优秀实习生可直接与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

薪资：1000～3000元/月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A区29号楼201
电话：13290955561 席小姐

谷米恒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澍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厦门，主
要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
类医疗器械零售、贸易代理、技术服务咨询、技
术研发等业务。

一、检验应用医生
职位概述:
1.负责完成本公司代理的检验科、心内科

等科室相关设备、试剂耗材在福建地区的售前、
售后支持（包含产品使用操作培训、调试、推广、
宣讲、故障分析与排除等工作）提升公司的企业
形象，实现较高的客户满意度；

2.为现有客户做技术支持，提升科室工作
效率及公司效益；

3.对公司内部相关部门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及讲解，提高专业技能及相关产品知识。

岗位要求:
相关专业毕业，有三年以上操作及工作经

验，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
公司提供成长期培训。

二、医疗销售经理
职位概述：
1.负责产品的市场渠道开拓与销售工作；
2.根据公司市场营销战略，提升销售价值，

控制成本，扩大产品在所负责区域的销售，积极
完成销售量指标，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

3.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实时把握客户需
求。为客户提供主动、热情、满意、周到的服务；

4.维护和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和新客户。
岗位要求：
1.具有医疗相关行业经验者优先；
2.有销售行业工作经验，业绩突出者优先；
3.反应敏捷、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

能力及交际技巧，具有亲和力；
4.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

的客户服务意识；
5.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6.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
7.可接受不定期出差（福建省内）。
其他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有 3年以上医疗销售经验

者优先，有组建、带领销售团队经验者优先。

三、医疗销售业务员
职位概述:

1.负责市场开发、产品推广、客户维护等工
作；

2.制定销售目标；
3.制定销售计划，并按计划拜访客户和开

发新客户；
4.搜集与寻找客户资料，建立客户档案；
5.协调处理各类市场问题。
岗位要求:
1.生物医学相关专业背景优先；
2.良好的谈判和沟通表达能力；
3.五官端正、口齿清楚、工作思路清晰，思

维敏捷、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具有强烈的进取
精神，诚实肯干，责任心强。

薪资待遇:4000～10000元/月

四、检验员
职位概述:
1.负责日常临床标本的检验检测工作；
2.负责设备仪器售前售后的保养、维护、记

录工作；
3.及时汇报工作进展、相关信息、疑似隐

患、问题；
4.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

程，随时核对检验流程，严防差错事故；
5.负责检验试剂、耗材的请领、保管；
6.支持销售做售前售后技术指导。
岗位要求:
1.医学检验，中专或以上学历，有医院检验

工作经历者优先；
2.有检验士资格证书者优先；
3.驻医院工作，吃苦耐劳；
4.有效健康证明，工作认真负责，能够服从

分配，具有团队精神。
人才教育和职业发展：
1.完善的员工教育训练及员工职涯发展规

划；
2.专业管理体系，标准化管理制度；
3.清楚的升迁管道及薪酬制度；
4.鼓励员工增进人际交流，增进自我能力。
贴心的员工福利：
1.实行五天7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
2.节假日按国家法定放假，带薪年假、婚

假、产假、丧假等；
3.缴交五险一金，建立全方位福利制度，满

足员工发展需要。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厦门澍泽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东南铁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年，作为正坤集团旗下子公司，已有 16年的检
测发展历史，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检验、检
测、鉴定及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第三方公
正性服务机构，为社会提供一站式检验检测解决方
案。公司注册资金2100万元，建有6300平方米的试
验和办公场所,配置了近两千余台（套）先进的仪器
设备，通过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资质认定和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具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资质、公
路工程综合乙级和水运工程材料丙级资质。可从事
包括铁路检测、建筑地基、主体结构、幕墙、门窗、钢
结构、工程材料、室内环境、市政工程材料、桥梁、节
能等检测领域的千余项检测项目，所开展的检测技
术服务工作基本涵盖所有建筑、铁路、市政、桥梁、隧
道、公路交通等领域。

一、商务经理 8000元/月
岗位要求：
1.负责公司账款结算工作；
2.制作商务所需的各种表格；
3.3年以上建筑工程招投标相关工作经验；
4.负责相关合同、立项等工作。
其他要求：

1.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和预算专业者优先；
2.有5年以上招投标经验，持有C1驾照；
3.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
薪酬福利：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金、包住

宿、餐补、节日福利、定期体检、员工旅游。

二、公路试验检测员（长乐试验室）
8000元/月

岗位要求：
1.负责长乐项目工地试验室所涉及的试验（沥

青及混凝土），并及时做好试验记录及台账等相关资
料；

2.试验报告的审核以及指导、协助试验员的相
关工作；

3.看懂项目相关图纸，有1年以上路面工程和桥
梁工程涉及的试验经验；

4.持有公路检验员证书，助理工程师职称以上
优先录取。
工作地点：长乐鹤上收费站（钢材市场后面）。
薪酬福利：五险一金、绩效奖金、包吃包住、节日福
利、立即上岗、医疗保险、定期体检、员工旅游。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东南铁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一、高铁动车餐配服务员
岗位要求：
1.限女性，高中以上学历，年龄18-35周岁，净身高

160cm以上，体重45—60公斤。
2.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不晕车）、五官端正、动作灵

活、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善于沟通、协调性好、无纹
身、无疤痕、发色为自然色、无短发。

3.有良好服务意识、团队意识，有吃苦耐劳精神，
能适应列车工作特点，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不
良嗜好、无犯罪记录。

晋升途径：餐服员—餐服长—主管—区域经理

二、高铁专项服务员
岗位要求：
1.限女性,中专以上学历，年龄18-25周岁, 净身高

165cm以上，体重45—60公斤。
2.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不晕车）、五官端正、动作灵

活、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善于沟通、协调性好、无纹
身、无疤痕、发色为自然色、无短发。

3.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团队意识，有吃苦耐劳精
神，能适应列车工作的特点，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无犯罪记录。

三、高铁动车随车保洁员
岗位要求：
1.限女性,初中以上学历，年龄 18-49周岁,净身高

158cm以上。
2.普通话标准、无纹身、发色为自然色、无短发。
3.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团队意识，有吃苦耐劳精

神，能适应列车工作的特点，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
病、无犯罪记录。

薪资待遇、工作时间：
高铁专项服务员实习期 1-3个月，实习期间每月

乘务不得低于 20天，薪资按工时计算。实习薪资每小
时 18元。实习期满转为正式员工，每小时 20元，每月
出乘15-20天不等，综合收入4000～6000元/月。

高铁动车餐配服务员实习期 1-3个月，实习期间
每月乘务不得低于 20 天，实习期工资为 3000～4000
元/月。实习期满后工资体系为底薪+奖金+提成（综
合收入达4000～6000元/月，依照个人能力上不封顶）。

高铁动车保洁员实习期 1-3个月，实习期间每月
乘务不得低于 20天，薪资按工时计算。实习薪资每小
时 18元。实习期满薪资每小时 20元，每月出乘 15-20
天不等，综合收入5000～6000元/月。

报名材料：
一寸蓝底免冠照片 4张，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

件两份。
面试地点：
福州火车北站曼哈顿写字楼21楼香味动高餐饮

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
联系方式：0591-87618107 王先生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州高铁动车招聘
招聘企业：长沙香味动高餐饮实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