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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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0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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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港集箱（FCT）是中国东南沿海
最大集装箱干线港之一，台湾海峡西岸
集装箱码头的龙头港。福州港务集团
与新加坡港务集团为两大主要股东，本
企业由福州港三家集装箱龙头骨干企
业福州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FICT）、福建江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FJCT）和福州青州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FQCT）联合组成，下设青州
港区和江阴港区，实行一体化运营，年
集装箱吞吐量居于全国沿海集装箱港
口前列。

一、船舶作业员（年薪8万元）
工作地：福清江阴
岗位要求：

1.负责装卸船集装箱箱号核对，协
助岸桥司机（即岸边集装箱装卸起重机
司机）开关舱盖、移动设备等现场作业安
全监管；

2.负责码头装卸船作业区域集装箱
拖车的交通指挥；

3.负责岸桥开关舱盖板指挥监管，
确保移动舱盖板途经路线下方没有人员
或者车辆停留；

4.负责岸桥行走时指挥监管，确保
岸桥移动时行进方向上没有任何障碍
物、电缆槽中没有底座等；

5.岸桥在码头上放箱子、吊具、工具
箱、设备或货物时，应确保卸载方向下方
和卸载位置上没有人员或过往车辆；

6.根据装卸船数据核对实际装卸的
箱号，发现实际箱号与系统数据不相符
的应及时上报并作业登记；

7.做好溢卸、箱号不符、箱体残损、
临时倒箱、过境箱临时倒箱等记录；

8.根据箱子装船顺序指挥集装箱拖
车按照顺序排队装卸，根据箱子位置指
挥工人装底座。
任职要求：

高中以上学历，年龄 18-40岁，无色

盲色弱。

二、安监员（年薪4.5万~5.5万元）
工作地：福州马尾
岗位要求：

对港区日常生产进行安全监管，及
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纠正违章行为。
任职要求：

高中以上学历，有 C1 驾照，年龄
18-45岁，无色盲色弱。

三、安全工程师（年薪10万~15万元）
岗位要求：

负责监督码头生产安全工作。
任职要求：

1.安全工程、安全管理等相关专业，
本科或以上学历；

2.熟悉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熟悉掌握安全原理、结构安全和安全系
统工程等知识；

3.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及管理能力，
工作认真负责，有团队精神。

四、财务会计（年薪8万~12万元）
岗位要求：

负责财务日常费用报销流程，及
各业务账单的存档、保管与备案，账务
处理及报表编制，税费的核算与申报
缴纳。
任职要求：

1.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本
科或以上学历，通过英语四级；

2.具有全面的财务管理知识，熟悉
会计准则及财税、审计法规及政策。
薪酬福利：

1.五险一金、膳食补贴、带薪年假、
高温补贴、员工接送班车等；

2.公司注重员工能力提升，为员工
提供完善的技能培训和晋升发展空间。
联系方式：15980686196

吴先生（微信同号）
邮 箱：805296168@qq.com

（简历投递）

福港集箱
档案整理（含装订）与数字化实习生
人数：5-10名

岗位要求：

认真细致，责任心强，中共（预备）党

员优先。

实习内容：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整理与数字化，

具体岗位根据工作需要调配。

实习补贴：

1.档案装订、信息采集岗位：采取计

件制，多劳多得；

2.档案整理、著录、扫描岗位：设学习

期 5天，学习期内 80元/天，学习期满后

采取计件制，多劳多得。

工作地点：

福州市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 5

层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事档案管理中心

时间：

1. 冬季 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2. 夏季 6月1日至9月30日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注：法定节假日按照国家规定调整

工作时间。

简历投至邮箱：24005440@qq.com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事档案管理中心招聘实习人员

宝龙集团于1990年在澳门成立。秉承“让空间
有爱”的企业使命，宝龙产业经营不断拓展，形成地
产、商业、酒店、文化艺术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的格
局，旨在成为受人尊敬的百年企业，全球领先的城市
空间运营商。截至目前，宝龙集团总资产超千亿元，
有万余名员工活跃在海内外200多家公司，累计慈善
捐赠逾7亿元。

一、建筑专业总监
岗位职责：

1.负责推动与技术相关的集团各职能中心工
作，使计划节点按时完成；

2.负责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技术配合工作；
3.组织与项目相关各类设计单位的协同工作，

参与或负责各相关设计供方的评估；
4.参与集团组织的项目公司各阶段、各专业设

计成果评审和设计任务书编写；
5.负责现场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和解决；
6.负责组织项目各专业图纸的审核、优化，确保

各类技术图纸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图纸质量满足集
团相关规定或标准，通过内审及外审；

7.负责本部门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总结，确保各
项工作按计划进行；

8.负责制定体系内部标准应用指引，促进内部
体系的完善。
岗位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建筑学或相关专业；
2.3年以上设计单位工作经验，5年以上地产公

司工作经验，有3个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3.不少于2个10万方以上综合体项目岗位设计

经验，有一、二线城市标杆项目者优先（全程项目经
验，项目主要负责人）；

4.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者优先考虑。
薪资福利：

月薪3万～5万元，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
金、出差补贴、餐补、通讯补贴、节日福利、定期体检。
工作地点：厦门思明区。

二、投资拓展总监
岗位要求：

1.获取土地信息；
2.土地价值研判；
3.政府或合作单位谈判。

任职要求：
熟悉福建市场，擅长勾地及收并购，多种拿地方

式并举，近期主导过成功的项目落地，有较好的拿地
思路。
核心能力：

1.有效的土地信息获取能力，对福建市场有较
好的判断能力；

2.全过程项目投资测算能力；
3.管理及独立沟通、对接政府部门处级以上能力。

薪资福利：
月薪2万～3万元，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

金、交通补助、出差补贴、餐补、通讯补贴、节日福
利、定期体检。
工作地点：厦门同安区。

三、景观工程师
岗位职责：

1.负责项目景观方案及施工图设计阶段的设计
管理及效果管控，负责施工图纸审核，优化景观设
计方案、配合报批报建提供相关图纸资料；

2.负责景观泛光照明系统从方案到施工的效
果、质量全控制；

3.负责专业范围内项目开工前的施工工艺、材
料的样板确定及控制目标制定，配合造价工程师完
成材料清单；

4.负责监控过程变更及时向造价工程师反馈变
更信息；

5.负责施工过程的工艺、用材设计与实际效果
的监控和技术指导；

6.在施工过程中，做好现场技术支持工作，对设
计变更及其他技术问题进行管理；

7.通过设计优化合理控制成本，并实现预期的
景观设计效果；

8.配合工程部及相关部门做好景观材料、设备
的选用，收集景观投标单位相关资料信息；

9.组织景观施工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工作，对
发现的问题汇总后及时协调处理，并定期组织本专
业协调会，及时解决施工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10.协调其他专业的衔接，确保与其他专业交叉
作业时协调有序。
岗位要求：

1.年龄 35周岁以下，园林景观或设计相关专业
统招本科以上学历；

2.有5年以上景观工程管理工作经验，其中3年
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具备较好的景观工程
现场管理能力和实践经验；

3.精通景观方案施工图设计，景观施工工艺方
法，景观造价等；

4.熟练使用办公软件以及建筑工程相关的设计
软件、计算软件；

5.熟悉绿化苗木的品种、生长习性、市场行情，
能够有效控制景观实施效果。
薪资福利：

月薪1.5万～2万元，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
金、出差补贴、餐补、通讯补贴、节日福利、定期体检。
工作地点：厦门思明区。
邮箱：858466320@qq.com

宝龙集团

一、综合部副主任 1人
工作概述：

1.协助院领导梳理学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
人才引进、日常管理等方面工作规划及各项工作的
跟踪落实；

2.负责本部门工作目标设定、主持部门日常管
理工作、内外协调和工作督办；

3.负责整理学院整体发展情况相关文字报告、
制作各类学院宣传资料；

4.负责各类型峰会、论坛、讲座等品牌活动策
划、组织与实施；

5.负责本科招生工作策划、组织与实施；
6.跟踪反馈学科建设发展进度，协助高原学科各

方向做好聘用人员的制度化管理与考核、工资发放等；
7.完成学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岗位要求：
1.经济类、管理类相关专业；
2.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

学位，有高校综合部门工作经验者优先；
3.具备较强的抗压能力、组织协调及沟通能力；
4.责任心强，工作细致，有条理，有较强文字写

作功底；

5.年龄35周岁以下。

二、研究助理 1人
工作概述：

1.协助研究生教育中心负责人做好研究数据资
料收集、整理，以及案例库建设工作；

2.协助负责人做好科研课题的申报、研究、结题
等工作；

3.协助负责人做好学术论文数据处理、文章撰
写等；

4.完成责人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岗位要求：

1.经济类、管理类或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2.本科或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有较好的

科研能力，有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纵向课题申报及参
与经验或研究成果的优先；

3.熟练使用英语，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者优先；

4.有一定文字写作功底；
5.年龄35周岁以下。

简历投递邮箱：yangzhongqiang@nbs.edu.cn
电话：0591-83761827/83760507 颜老师/杨老师
地址：福州市闽侯上街镇溪源宫路200号闽江学院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

现场招聘活动近期举办日期：10 月 31 日（周六）；11 月 7 日

（周六）、14 日（周六）、21 日（周六）、28 日（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