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1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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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91-87548854、87625420、87383060

传真：0591-87625420

E-mail：059187548854@189.cn

网上展位预定：www.hx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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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12∶30。

招聘人员和求职人员进入招聘大厅，主动佩
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微信
小程序和闽政通APP扫一扫功能扫描入场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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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瑞鑫集团是一家集投资、科
研、制造、贸易、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并涉
及房地产、新能源、信息等多个领域的大
型综合性集团企业。公司始创于 1995
年，2001年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晋升为
全国无区域性企业集团。主要生产电线
电缆、分支电缆、高低压成套设备、桥架
母线、电力变压器、LED照明、太阳能组
件、风电机组及风光互补路灯等100多个
系列，20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集团
总资产逾15亿元，厂房面积20多万平方
米，员工 3000余人,拥有 10大控股公司，
20多家成员企业，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及
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业务员 4000～8000元/月
岗位要求：

1.大中专毕业生，勤奋、好学、有业务

特质与喜好；
2.20-45岁，有电力电子行业或充电

桩从业经验及客源的优先，待遇从优。
上班地点：福州市置地广场

二、配电柜设计师 6000～10000元/月
岗位要求：

本科或专科以上，最好有成套配电
箱设计经验，能独立完成项目，3—5年经
验，可提供住宿，会电气原理和CAD制
图，技术熟练。
薪酬福利：

公司提供医保社保，具体工资可以
面谈。
工作地点：福州五一广场附近（新都会花

园写字楼）或连江县 头镇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瑞鑫集团（福州）输配电有限公司

乾诚控股集团是漳港本土企
业，集石油、钢材、房地产、室内装
修设计、餐饮等多产业发展于一
体，资金实力雄厚，业务范围广泛，
拥有多个领域的技术、人才、管理
等资源优势，对其进行有效合理的
整合，并辅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科学高效的公司管理体制制度，获
得专业的认可；处于迅速发展中的
安平企业，在短短不足 2年时间内
已拥有员工数量近百人。

公司秉承务实高效、开拓创新
的工作作风，倡导做强企业的社会
责任和民族意识，以“责任回报信
任”作为企业生产开发理念，实现
社会、企业和个人的互惠共赢。

公司高级管理层胸怀远大抱
负，将“信心源于力量”视为企业
的座右铭，以立足福建、走向全
国为目标，在未来将公司发展为
集策略推广、地产开发、物业管
理、品牌运营为一体的产业化上
市集团。

一、企划 4000～6000元/月
岗位要求：

负责商场推广事务的整体设
计、策划与提报，配合做好日常推
广宣传工作。
薪酬福利：

带薪年假、年底双薪、绩效奖
金、全勤奖、包住宿、包三餐、立即
上岗。

二、会计 3000～4000元/月
岗位要求：

负责商场商户月底盘点及报
表统计；具备财务管理、会计、审计
等各方面的知识，能独立完成整套
账务处理。
薪酬福利：

带薪年假、年底双薪、绩效奖
金、全勤奖、包吃包住、节日福利、
立即上岗。

三、营运助理 3000～4000元/月
岗位要求：

负责商场商户的经营指导与
管理，商户的经营数据统计及分
析，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与服务意
识，学习精神与抗压能力强。
薪酬福利：

带薪年假、年底双薪、全勤奖、
包吃包住、节日福利、立即上岗。

四、业务员 3000～8000元/月
岗位要求：

具有一定的市场分析能力及
判断力，学历不限，有团队协作精
神，善于应对挑战，有销售经验者

优先录用，底薪+抽成；需要外出

积极开发并拜访新老客户，需要较

强的吃苦耐劳和抗压能力。
薪酬福利：

带薪年假、年底双薪、绩效奖金、
全勤奖、包住宿、包三餐、节日福利。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福建乾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作为国内大型的汽

车公司，2018 年第十四次入选

《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排名第

36 位。上汽乘用车公司作为上

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自成立伊

始便肩负着振兴中国自主品牌的

光荣使命，承载着几代中国汽车

人的自主品牌梦想，在不断强调

产品力、市场力与品牌力的同时，

坚持倾力打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汽

车公司。

上汽乘用车福建分公司宁德

基地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三屿新

区，紧邻沈海高速和沈海高速复

线，总用地约 6000 亩，整车项目

一期总投资约 50亿元，具备整车

生产的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

四大工艺，主要生产荣威、名爵的

新能源及传统能源乘用车。

宁德基地围绕着“一个中

心、两个基点”进行规划，即：以

整车厂规划为核心，将供应商园

区规划和物流资源配套规划有

机结合。

上汽乘用车宁德基地将致力

于提升上汽新能源技术、智能互

联科技，提升新能源汽车产能，布

局华南市场，打造一个 30万台整

车产能的自主品牌基地。

一线操作工 100人

岗位要求：

1.根据班组工作要求和所在

岗位作业内容开展工作；

2.保质保量、按照生产节拍完

成所在工位的生产任务；

3.配合班组长和工段长开展

生产工位改进工作。

其他要求：

1.中专或以上学历；

2.机械、机电、汽车等工科类

专业；

3.年龄17-35周岁。

薪资待遇：

1. 社 会 普 工 22 元/小 时

（6000～7000 元/月）；实习生 19
元/小时（5000～6000元/月）；

2.转正后五险一金、高温津

贴、免费住宿（4 人间）水电费平

摊、拎包入住、免费工作餐、班车

免费接送、年度健康体检、意外

伤害及大病保险、工会福利等。

工作地址：福建省宁德市三屿工

业园区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上汽集团福建公司招聘蓝领

阿里兄弟（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AI智能语

音机器人系统集成、人工外呼营销服务、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电信运营商权益平台建设与

运营、大数据挖掘与处理、电信增值业务开发

与运营为一体的互联网企业。

电话营销项目经理 2人
工作地点：福州鼓楼区东街

岗位要求：
1.维护运营商及相关部门长期合作关系；

2.负责运营商项目的实施、管理、日常运

营工作；

3.制定运营计划和营销管理规范，并执行

和优化；

4.负责相关项目佣金结算汇总与结算进

度推进；

5.协调公司资源，满足客户需求；

6.市场信息及行业信息收集及分析客户

需求。

其他要求：
1.具备项目协调能力与较好的商务沟通

能力，能独立开展所负责项目；

2.具备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熟练使用

PPT、Excel、Word等办公软件；

3.有 3 年以上通信运营商运营支撑相关

工作经验或有在通信运营商前端部门工作

经验；

4.有中国联通10016人工外呼营销管理经

验或AI智能机器人外呼运营经验者优先；

5.对AI人工智能领域比较感兴趣，有一定

的团队管理经验。

薪酬待遇：
6000～10000元/月（底薪+业绩抽成），五

险一金、年终13薪、过节费、周末双休。

工作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东街43号新都会财
经广场20楼C3

简历投递邮箱：2020988081@qq.com
（备注名字+岗位）

阿里兄弟（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急聘]叉车人员
岗位要求：

适应两班倒，吃苦耐劳，有叉车证。
薪酬福利：

5000～6000 元/月，五险、带薪年
假、绩效奖金、全勤奖、餐补、高温补
贴、节日福利。

二、[急聘]技术人员
岗位要求：

1.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专业毕业，
学过发酵相关知识；

2.有1年以上发酵相关工作经验。
薪酬福利：

4000～6000元/月，周末双休、五险、
带薪年假、餐补、节日福利、员工旅游。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福建大昌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诚聘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现场招聘活动
福 建 人 才 大 厦 三 楼 招 聘

大厅近期举办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周六）、27 日（周六）；

4 月 10 日（周 六）、17 日（周

六）、24 日（周六）。

福建人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公交车线路：9

路、11路、27路、72路、78路、106路、118路、

130路、133路、310路、317路、327路、328路、

338路到八方大厦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