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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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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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场 招 聘 活 动 近 期 举 办 日 期 ：11 月 7 日（周 六）、14 日（周

六）、21 日（周六）、28 日（周六）。

福建泷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为北京泷涛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子公司。北京泷涛成立于2013年，是专注于环境污染治理
技术创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涵盖清洁燃烧、废气治
理、水处理、环境修复、智慧环境、环境检测等板块，研发方向
聚焦于燃气低氮燃烧技术装备、高效低排放分布式供热技术
装备、VOCs吸附浓缩材料装备、特种工业废水高效低耗处理
技术、各类土壤修复技术、智慧环境集成技术等国内技术基础
薄弱、市场需求明确的细分领域。

泷涛环境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环境服务为己任，致力于
创造更多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技术及产品。

泷涛环境以技术研发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公司研发及技
术人员占比超过 70%。管理团队均是来自知名的科研机构、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牵头承担过大量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技术管理经验丰富。

泷涛环境本着资源共享、技术互补、创新共赢的理念，与
诸多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国企、上市公司保持紧密的合
作关系。

泷涛环境以市场技术需求为导向，注重研发成果产业化，
着力打造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环境技术企业。

一、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岗位职责：

1.主要从事现场调查评估分析报告、项目环保验收报告、
环境应急预案、政府日常管理公文等相关文件的编制工作；

2.负责项目沟通、资料收集、整理及报告编制；
3.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任务。

岗位要求：
1.本科学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学、环境监测、环境

规划与管理、生物科学、化工工程等相关专业；
2.熟悉国家与地方环保法律法规要求；
3.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并熟悉办公软件的运用；
4.能够独立或在工程师指导下编制完成各专业类文件；
5.工作态度端正、有激情、认真严谨，具有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
6.接受长期出差、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7会开车优先考虑。

基本月薪：5000～10000元
办公地址：福清、福州

二、商务经理
岗位职责：

1.协助开展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包括：水处理项
目前期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水厂工艺选型、工艺计算；
大型水处理项目工艺专业大部分处理设施施工图设计；项目
管理等工作；

2.协助开展商务对接工作，主要是配合营销部门进行现
场技术指导工作；

3.协助开展项目概预算、招投标、成本测算等工作；
4.负责完成项目计划、统计和工程计量等工作，协助开展

项目目标管理；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岗位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不限，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优先；
2.形象气质佳，有独立操作环保项目的商务经验；
3.有较好的市场判断能力和开拓能力，有较强的组织管

理能力；
4.熟悉政府单位设备采购招标流程，有政府项目销售经

验者优先；

5.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分析能力，工
作态度认真负责，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6.会开车者优先，能适当应酬、加班。
基本月薪：5000～15000元
办公地址：福州

三、水处理工程师
岗位职责：

1.协助开展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包括：水处理项
目前期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水厂工艺选型、工艺计算；
大型水处理项目工艺专业大部分处理设施施工图设计；项目
管理等工作；

2.协助开展商务对接工作，主要是配合营销部门进行现
场技术指导工作；

3.协助开展项目概预算、招投标、成本测算等工作；
4.负责完成项目计划、统计和工程计量等工作，协助开展

项目目标管理；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岗位要求：
1.具有良好的品行、性格和团队合作精神，身体健康；
2.本科或以上学历；
3.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给排水等专业；
4.2~3年以上环保工程管理经验，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

格证书者优先；
5.有较强的水处理理论基础，熟悉CAD及其它办公软件；
6.会开车者优先，接受长短期出差、加班。

基本月薪：5000～10000元
办公地址：福州

四、园区环保管家（环境咨询工程师）
岗位职责：

1.负责对企业、园区等开展综合性的环保管家服务，包
括日常的环保问题咨询、现场巡查（查找环保问题并提出科
学、合理、可行的改正意见）、相关信息的汇总、基本的环保
核查等报告的编制；参与环评、预案等常见环保咨询类项目
的编制；

2.与政府主管部门、园区管理部门、企业主等沟通协调工作；
3.协助公司检测、工程、环保咨询等部门开展现场工作；
4.严格执行公司和部门的管理制度要求，服从部门领导

的各项安排。
岗位要求：

1.具有良好的品行、性格和团队合作精神，身体健康；
2.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专

业技能素养；
3.了解国家、福建省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规范等的基

本要求；
4.具备良好的部门内部及跨部门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良

好的谈判、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强；
5.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C1驾驶

证，接受长期出差和项目调配；
6.具有环保工程师、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优先。有环

评、环保工程或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7.会开车者优先，接受长短期出差、加班。

基本月薪：4000～10000元
办公地址：福清、福州
福利待遇：

文职 14薪，技术项目奖金，福州餐补 300元/月；项目地
500元/月，包住宿，缴纳五险一金。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备注：姓名+岗位）

福建泷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专注于职业装市场，

成立于 2012 年 9 月。公司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华
林路 166 号，是法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主要销售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免检产
品“法派”职业装系列服饰。公司本着“诚信经
营，道德经商”的宗旨，以“法派”品牌优势、法派
欧洲设计理念、版型工艺为依托，以稳定的产品
质量、准时的交期、周到满意的服务品质得到了
客户的赞许和认可。经过多年的努力，迅速占领
福建省团体职业装市场。我们一直致力服务于
金融、通讯、电力、能源、烟草等各企事业单位，为
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而非最贵的产品是我们服
务的理念，在行业内赢得广大客户的好评。我们
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质量为先”的企业精神，
提倡“诚信、团结、敬业、奋斗”的企业精神文化，

“人如品牌、品牌如人”的理念。现因业务发展需
要，诚聘精英人士加盟。

销售代表
3500～10000元/月

职位概述：
1.负责指定区域的市场开发、客户维护和销售

管理工作；

2.负责所属区域的产品宣传 、推广和销售，搜

索整理行业相关信息建立客户档案；

3.协助销售主管进行投标等相关工作；

4.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5.底薪+高提成+奖金（薪酬可面议）。

岗位要求：

1.中专或以上学历，年龄20-40岁；

2.富有挑战精神和销售激情，市场开拓能力；

3.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应变能力，能准确把握客

户需求；

4.形象气质佳、坦诚自信、乐观进取、吃苦耐

劳、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团队协作精神；

5.应届毕业生亦可，有服装行业销售经验者优

先。

薪酬福利：

周末双休、五险、带薪年假、奖金丰厚、绩效奖

金、全勤奖、出差补贴、餐补、高温补贴、节日福利、

专业培训、立即上岗。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建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