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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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周六）、19

日（周六）、26 日（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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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福州
海关口岸门诊部）是福州海关直属事业
单位，授权承担出入境人员健康体检、预
防接种、旅行保障、健康咨询、海船员体
检等业务，并经批准为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定点医疗机构和福建省公务员录用体
检定点医疗机构。中心与国际旅行医学

协 会（ISTM）、美 国 疾 病 控 制 中 心

（CDC）、加拿大国际旅行者医疗救助协

会（IAMAT）等国际组织有着广泛的合

作，是赴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留学

体检，韩国、比利时、俄罗斯等国签证体

检定点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1名编外聘用工作人员。

一、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和规章；

2.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职业道德，愿

意履行工作职责和义务，愿意服从统一

调配；

3.具有适应拟聘用岗位要求的工作

能力、身体条件。

二、招聘人数、岗位要求

护士 1名
1.女性，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能适

应外出体检和采样等工作；

2.专科或以上学历，有护士资格证

和执业证，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

3.熟练护士操作技能，熟悉掌握计

算机操作。报名人员经面试、初审通过

后正式上岗，试用期满合格后签订正式

劳动合同。

三、信息发布

招聘信息发布在www.hxrc.com（中

国海峡人才网）

四、报名和资格审查
（一）现场报名
请携带个人简历（附近期 2寸彩色

照片）、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相
关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等，在正常工
作日到福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1008
室报名；

（二）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者所需资料同上，投递报

名资料邮箱：fzhgbjzx@163.com。
（三）本次报名截止时间到 2020 年

12月 15日（现场报名时间：正常工作日
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五、面试及体检

对资格审查通过者统一组织的面
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根据面试成绩，
确定与招聘岗位数等额的体检人员名
单。体检标准按照招聘入职体检标准执
行。体检合格的应聘者方可予以聘用。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91-87065476
联系人：金女士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

街131号十楼1008室
七、聘用及相关待遇

一经录用即签订劳动合同，执行本
中心人员管理规定的薪酬标准（基础工
资+绩效工资+其他奖金、福利），并享受
五险一金、工会会员等福利待遇。
八、注意事项

应聘人员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交的
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凡不符合岗位要求
或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聘用资
格，如已签订聘用合同的，我中心可据此
解除聘用合同。

本公告由福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负责解释。

福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共享数据是一家空间信息数据价值服务商，建

立“地理信息数据服务、无人机行业应用及培训、软
件平台及系统集成”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致力于
对空间信息数据的深耕与数据价值的挖掘，利用空
间信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提供面
向行业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打造智慧城市，构建
数字社会。服务的行业覆盖面较广，包括国土、水
利、海洋、环保、电力、农业、运营商等。
招聘职位
一、人事主管
岗位要求：

1.年龄35岁以内，3～5年人力资源工作经验；
2.大专或以上学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或人力

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毕业；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踏实稳重，工作细心，

责任心强；
4.具有较强的语音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应

变能力、沟通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薪酬福利：

5000元/月，周末双休、五险一金、带薪年假。
二、财务会计
岗位要求：

1.年龄 35岁以下，财务、会计专业，大专以上学
历，熟悉账务处理、税务等工作；

2.有3年以上独立财务会计工作经验；
3.熟悉会计报表的处理，了解国家财经政策和

会计、税务法规，熟悉银行结算业务，有一般纳税人
经验；

4.良好的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财务分析
能力；

5.工作细致，责任感强，良好的沟通能力。
薪酬福利：

5000～6000元/月，周末双休、五险一金、带薪
年假、绩效奖金、出差补贴、节日福利、立即上岗。

三、内业数据处理员
岗位要求：

1.测绘及地理信息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熟练使用CAD、CASS等测绘内业制图软件，

熟悉MapGIS、ArcGIS等GIS软件，掌握Word、Excel
等办公软件；

3.有团队合作意识、工作细心、责任心强。
薪酬福利：

4000～6000元/月，周末双休、五险一金、带薪
年假、绩效奖金、加班补助、出差补贴、节日福利、立
即上岗。
简历投递邮箱：858466320@qq.com

共享数据（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