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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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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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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周六）、12 日

（周六）、19 日（周六）、26 日（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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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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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福建省科海人才交流中心不慎遗失

单位公章、法人章、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副本（事证号235000000013），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