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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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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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系福建省首家民营设计企业，2017 年中国民
营建筑设计排行榜第 15 名。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5350 万元，于 2016 年 10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839537）。连续多年被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勘察设计协会评定为“AAA 级信用企
业”。在上海、厦门设有分公司，福州总部办公地
址：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 116 号立洲大厦。20
多年来，已先后为万科、华润、恒大、保利、中海、
龙湖、金茂、碧桂园、首开、融侨、泰禾、中庚、禹
洲、世纪金源、建发、正荣、三盛、融信、永辉、福
晟、阳光城、恒宇、龙旺、群升、中茵、冠亚等诸多
全国性或区域性主流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大量而
且成功的设计技术服务，项目种类涉及复合型社
区、高层住宅、别墅、商业及城市综合体、办公楼、
酒店等多种物业。具有国家住建部颁发的“建筑
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

一、路桥设计师 5000～10000元/月
岗位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年龄18-40岁；
2.有设计经验者优先；

3.所有职称证照必须转至公司统一管理；
4.工程师以上职称优先。

二、建筑方案设计师 8000～15000元/月
职位概述：

公共建筑设计、户型设计、方案深化、住宅设
计、商业建筑设计、空间设计。
岗位要求：

1.建筑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

2.擅长外立面设计者优先，多产品设计经验者
优先；

3.熟练操作 AUTOCAD、Sketchup、Photoshop、
Lumion、Vray、Office Word、Powerpoint等专业软件；

4.工作主动性强，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判断能
力和理解领悟能力、有较好的审美；

5.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严谨认真，
踏实肯干，吃苦耐劳。
福利待遇：

周末双休、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奖金丰厚、绩
效奖金、交通补助、出差补贴、餐补、节日福利、专业
培训、医疗保险、定期体检、员工旅游。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备注名字+岗位）

福建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海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3年8月，是福建烟草

旗下全资子公司（国有企业），承担

行业新闻宣传、文化传播、媒体建

设、活动推广等工作。

文秘
岗位要求：

1.协助配合综合部经理开展

工作；

2.负责办公室的文秘及活动

文案起草工作；

3.负责对公司文书资料收集

归档，做好会议记录（纪要）；

4.做好综合部其他工作。

任职资格：
1.年龄28-35周岁，本科学历；
2.具备一定文字功底，有相关

工作经验者优先；
3.党员优先。

月薪待遇：
6600 元/月（岗位+绩效）、五

险一金、周末双休、员工宿舍、体
检、年休假。
上班时间：

8∶00-18∶00，每周5天工作制。
工作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北环中路

133号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名字+岗位）

福建省海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建亿联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代理美国

3M（工业胶黏，电子互联）、高博GOBBEL（智能起

重设备）、美国 ENIDINE（缓冲器）、爱马斯 AM⁃
MEX（一次性手套），经销代尔塔（工业防护品）smc
三菱等工控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电子、电力、半导体、光学、食品饮料、冶金化工、纺

织、包装设备、机器人、机械制造等众多行业。

员工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亿联鑫科技为拥有我

们的每位员工而感到骄傲。真诚欢迎有理想有抱

负，敢于承担责任，专业知识丰富，善于团队合作的

有识之士加盟公司，共图大业。

销售工程师
岗位要求：

1.负责相应区域及产品的拓展；

2.主要授权代理美国3M胶黏产品，美国高博智能

起重设备，美国安力定缓冲器等国际一线品牌产品；

3.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挖掘潜在客户，确

保所负责销售业绩的达成。

其他要求：

1.持有C1驾驶证；

2.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机械工程、电气自动

化、测控技术、市场营销、机电一体化、电子技术、材

料学等；

3.一年以上相关行业销售经验，有胶黏产品或

起重行业经验者优先录取；

4.具备较强的客户沟通能力和较高的商务处

理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5.性格外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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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好的客

户服务意识；

7.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

力，勇于挑战高薪。

薪酬福利：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金、年终分红、全

勤奖、通讯补贴、节日福利、员工旅游，薪资 4000～
8000元/月。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备注名字+岗位）

福建亿联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