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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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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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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招聘活动近期举办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周六）；12

月 5 日（周六）、12 日（周六）、19 日（周六）、26 日（周六）。

福州市非遗展示馆坐落于台江区上下

杭历史文化街区，是隶属于福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州市文旅局直属，财

政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公益性

非遗展示场所。展馆以清幽雅致的古厝罗

氏绸缎庄为依托，将古老非遗与现代生活

融为一体，集非遗展览布展、非遗活动策划

组织、非遗线上推广、访客接待解说等多项

职能于一体，是目前唯一全面展示福州市

级非遗风采的场所。现因工作需要，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编外人员，招聘实行自主招

收的形式。

一、讲解员
岗位要求：

30周岁及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中国语

言文学、外语、播音主持、旅游、历史等相关文

科类专业，普通话等级二甲及以上，男性身高

175cm及以上，女性身高 165cm及以上，有亲

和力，形象佳，有才艺。熟练掌握外语，具有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可优先考虑。有讲解

相关工作经验者可不限专业。负责展馆访客

接待、讲解，讲解词的编写、更新、扩充及协助

处理相关行政管理事务和综合文字工作。

二、展陈设计人员
岗位要求：

35 周岁及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美术

学、设计学、传播学、新媒体、平面设计等相关

专业，熟练使用 CAD 图像处理及 Corel⁃
DRAW、photoshop、AI等排版软件，熟练使用

视频编辑软件，有媒体运营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负责展馆日常展陈设计、摄影、视频拍

摄剪辑，展馆新媒体推广内容制作与发布，展

馆藏品管理及协助处理相关行政管理事务和

综合文字工作。

三、数字化管理人员
岗位要求：

35周岁及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计算机、

通信等相关专业。具有团队合作精神与良好

的沟通、协调能力。有开发、维护数字化项目

工作经验者优先。负责展馆多媒体设备的安

装、调试、检修，展馆数字化系统日常检查、维

护，非遗数字化平台内容更新、管理及协助处

理相关行政管理事务和综合文字工作。

四、策划专员
岗位要求：

35周岁及以下，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具有团队合作精神与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有相关展馆工作经验者优先。负责展馆

各项活动策划、组织，协助处理相关行政管理

事务和综合文字工作。

工资待遇：

试用期 3个月，试用期考核合格的，按相

关规定办理相关聘用手续，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五险一金。

报名方式：

有意向且符合条件的人员登录福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站（http://fy.fzsqyg.
com/），点击“非遗资源库”—“网上申报中心”，

下载《福州市群众艺术馆应聘报名登记表》进行

填写，并与其他报名材料一同发送至 rongchb@
163.com。联系电话：0591-83470153。
报名材料包括：

1.《报名表》；

2.身份证电子扫描件；

3.学历、学位电子扫描件（取得境外学历

学位报考者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

学位认证书电子扫描件）；

4.报考岗位要求的其他证书复印件，展陈

设计岗位报考人员请提供作品1-3份。

具体考核时间、方式以后续通知为准。

报考人员所留联系方式应准确无误并确保招

聘期间保持通畅。

资格审查：

报考人员应严格按照招聘岗位的条件要

求报名，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个

人填报信息不实，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一

经核实，即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福州市非遗展示馆招聘编外工作人员公告

恒申控股集团扎根福建35年，是一家集化纤、
化工、地产、金融码头、商业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集团。首家且全球唯一上下游八道产业链打通的
企业，化纤品牌连续 5年第一位，中国 500强企业，
福建省制造业企业第三位。

集团拥有 21家全资子公司，员工超 8000人。
拥有“恒申慈善基金会”，积极回报社会。2019年化
纤品牌价值已超104亿元。
招聘职位：

薪酬绩效主管
薪酬福利：

1.薪酬待遇：11万～15万元/年；
2.提供免费食宿（住宿单人间）；
3.提供年度体检、带薪年假、培训学习等。

岗位职责：
1.熟悉操作人力资源六大模块，擅长薪酬福

利、绩效考核模块；
2.负责优化和完善公司薪酬福利、绩效管理体

系；
3.制定各部门员工的薪酬绩效激励方案并组

织实施；
4.负责绩效汇总，分析考核结果，建立考核档

案，为奖金发放、薪资调整、职务升降、岗位调动、员
工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依据；

5.核算制作每月工资明细表，按时提交工资明细；
6.在公司薪酬体系制度的指导下，拟定公司薪

酬管理相关制度；

7.相关薪酬福利工作联络以及有关疑难的解

答工作；

8.辅助完成人事其他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管理类相关专业优先；

2.具备同岗位经验，有制造业薪酬福利相关经

验者优先；

3.对绩效管理有较深的理解，熟悉各种绩效管

理工具及评价方法；

4.熟悉薪酬方案设置及薪酬福利管理流程；
5.具有良好的组织沟通协调能力。

其他说明：
1.工作地点：福州市长乐区滨海新城；
2.交通说明：周末有往返福州班车，未来有地

铁六号线。
联系猎头组邮箱：2020988081@qq.com

（备注名字+岗位）

恒申控股集团

漳州华威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系列
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太阳能/风能专用储能蓄
电池、排气式铅酸蓄电池、干荷式免维护铅酸蓄电
池、充电激活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摩托车用胶体
铅酸蓄电池、电动车用免维护铅酸蓄电池、起动用
汽车蓄电池、剪草机用铅酸蓄电池，是目前国内生
产各系列铅酸蓄电池产品系列完整的企业。生产
的各系列蓄电池产品被广泛应用于UPS不间断电
源、电力、防盗、医疗设备、广电、船舶、消防应急、安
防、供发电站、应急照明、电动玩具、电动工具、测量
仪器、太阳能/风能、铁路、矿业、石油系统、摩托车、
汽车、电动车、剪草机等领域。

一、财务经理 2名
岗位职责：

1.建立、健全会计核算体系，组织内外部会计核
算，定期提交各类财务报表及分析报告；

2.负责日常各类费用报销与付款审核，监督资
金部门做好资金调配，支付与保管工作；

3.协助总监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立相应
财务管理制度；

4.做好税务筹划工作，配合完成高新企业认证，
处理好工商、税务关系；

5.配合有关部门对公司资产进行定期盘点和清
查，督促其做好盘点结果处理；

6.监督和指导部门下属进行日常工作，做好人
员规划、培训及梯队建设；

7.协助总监做好财务预算的汇总，跟进，日常执
行，定期上报财务决算结果；

8.协助总监做好公司经济业务决策提供相应数
据支持和建议；

9.协助总监做好公司财经纪律的执行监督工
作，接受和配合公司内部稽核或内审工作；

10.协助财务总监审核公司旗下投资项目经营
报表，协调与项目公司日常往来关联事务；

11.定期检视本部门工作任务完成质量，提出优
化改善方案；

12.定期检视公司年度各项经营目标，提出意见
和建议。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要求英语四级及以上，年龄
30-40岁；

2.持有中级会计职称或以上；
3.3至5年工业企业财务管理经验；
4.可根据公司需要可轮岗海外（泰国）分公司任

职。
薪资待遇：

12万～15万元年薪，五险，外地可提供免费住
宿（单间公寓，设备齐全，可拎包入住），提供午餐晚
餐（个人自费20元/天，其余公司承担）。
工作时间：大小周制

工作地点：漳州

二、人力行政中心副总经理
岗位概述：

依据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及决策，规划、指导、推
动公司组织架构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协助
生产及业务部门有效开发、利用、提升人力资源，服
务并促进公司经营目标实现；协助参与公司发展规
划的拟定、年度经营计划的编制；负责公司通用规
章制度的拟定、修改和编写；负责公司红头文件、公
告的收发、传递及涉及重要工作事项的督办；负责
撰写决策层会议纪要；协调各部门做好公司年度综
合性资料的汇编存档。
任职要求：

1.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
业；

2.年龄40周岁及以下（1980年1月以后出生）；
3.5至8年以上办公室或人力行政工作经验，其

中3年以上部门负责人经历；熟悉行政综合事务及人
力资源各业务模块，熟练掌握办公、文秘、人力行政
等工作的运营框架和流程，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4.具有全局观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思维敏
捷清晰，语言表达和文字综合归纳总结能力强，工
作细致谨慎，为人正派练达。
薪酬福利：

税前年薪约 20万元，有五险，入司满 2年享有
股权红利。

三、人力行政中心经理
岗位要求：

依据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和上级领导筹划，做好
人力资源规划、协助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建设；做好岗位评估及人力编制预算，协助各
部门开展人力招聘和培训；分类设计员工职业发展
通道，制定公司薪酬、福利、绩效体系并完善考评机
制，实现保留激励人才的目的。
任职要求：

1.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2.年龄35周岁及以下（1985年1月以后出生）；
3.5年以上人力资源工作经验或 3年以上中大

型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历；
4.熟悉人力资源组织架构、薪酬体系、绩效考评

等业务模块，并有丰富的实操经验；
5.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换位思考能力强，

善于与各类性格人交往；心态积极、能传递正能量，

待人公平、处事公正，职业素养良好。
薪酬福利：

税前年薪约 15万元，有五险，入司满 2年享有
股权红利。
简历投递邮箱：2020988081@qq.com

（备注名字+岗位）

漳州华威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润三九”）是大

型国有控股医药上市公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

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相关健康服务，前身为深圳南方制药厂，1999年

4月21日，发起设立股份制公司。2000年3月9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000999），2008年正式进入华润

集团。上市以来，公司多次获评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

强”“金牛百强”企业，荣获“中国最具竞争力医药上市公司20
强”，2020年 4月，入选国务院国资委“科改示范企业”名单。

截至目前，华润三九被纳入深证成份指数、中证500、MSCI新
兴市场指数和富时罗素（FTSE Russell）。

一、调剂员
岗位要求：

1.中专以上学历，医药学相关专业；

2.有医院药房工作经验或者各大药店工作经验者优先；

3.能吃苦耐劳，对中药有初步的简单了解；

4.敬业、爱岗，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5.优秀的在校学生，学历为中专或以上，能实习半年以上

者优先考虑。

工作地点：福建医院。

薪资待遇：

3000～5000元/月；试用期1个月，高提成，入职即享受五

险一金，年终福利，法定节假日 3倍工资，丰富的内外部培训

（调剂员岗前培训，进阶培训），进升空间大。

二、医药招商代表
岗位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医药营销学、中医药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2.有过临床工作经验，有医药招商工作及药品代理商资

源者优先；

3.良好的商务谈判经验和技能以及良好的市场洞察力及

分析能力；

4.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

5.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工作地点：厦门、漳州、泉州、南平、三明、龙岩。

薪酬福利：

6000～20000元/月；五险一金、绩效奖金、交通补助、通讯

补贴、节日福利、专业培训、弹性工作、定期体检。

三、学术推广员
岗位要求：

1.中药学、药学相关专业，有医药销售经验者优先；

2.勤奋度高，执行力强；

3.适应出差，服从区域划分；

4.有团队协作观念；

5.具有自主学习积极性。

薪酬福利：

6000～20000元/月；五险一金、绩效奖金、交通补助、通讯

补贴、节日福利、专业培训、弹性工作、定期体检。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备注：姓名+岗位）

合肥华润三九医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