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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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急聘]叉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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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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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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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1年3月31日
责编：张黎波 邮箱：58582020@qq.com 招聘

《海峡乡村》杂志系福建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主管，经国家新闻出版单位正
式批准登记的合法新闻媒体，面向国内
外公开发行，引导乡村、时尚生活、休闲
消费的期刊。

一、文字编辑\副总编辑
岗位要求：

1.负责杂志相关内容的采访、写作、
编辑、组稿、校对等工作；

2.独立完成选题的策划、采访、写作
及编辑工作；

3.策划专题活动并做出相应的文案等。
其他要求：

1.新闻、中文、汉语言文学或相关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采编合一的编
辑或记者工作经验；

2.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较强的新闻触
觉和事件敏感性，优秀的选题、策划、采
访、写作、编辑能力；

3.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较好的沟
通能力，能独立完成采写人物专访、专题
报道任务；

4.有策划专题、深度报道经验者优
先。
薪酬福利：

月薪 4000～8000 元，周末双休、五
险、绩效奖金。

二、平面设计\美术编辑
岗位要求：

1.负责杂志相关内容的图片处理、视
频后期制作等工作；

2.独立完成版面设计，美术编辑工
作；

3.掌握设计要领、色彩颜色搭配，熟
悉印刷流程等。
其他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美术或设计相关专
业毕业，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

2.具有扎实的美术基础，能熟练操作
PS、AI、Coreldraw、FreeHand等各种常用

的设计软件；
3.善于与客户交流，有较强的沟通表

达能力，领悟力强，善于把握客户意图，
能根据营销策略将文案与平面设计进行
深度融合；

4.熟悉现代设计理念，色彩控制力
强，想象力丰富，有成熟独到的设计表达
能力，富有执行力；

5.学习能力强，热爱设计工作，吃苦
耐劳，具有创新精神及团队协作精神；

6.具有面对压力、困难与挑战的积极
乐观态度。
薪酬福利：

月薪4000～8000元，周末双休、五险。

三、杂志运营总监
岗位要求：

1.负责杂志相关内容的广告策划、运
营、市场的分析判断能力等工作；

2.独立完成选题的策划、采访、写作
及编辑工作；

3.策划专题活动并做出相应的文案、
主题活动策划等；

4.能够独立完成杂志社的广告运营，
有 3年以上相关杂志和新闻媒体策划运
营经验者优先。
其他要求：

1.新闻、中文、汉语言文学或相关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采编合一的编
辑或记者工作经验；

2.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较强的新闻触
觉和事件敏感性，优秀的选题、策划、采
访、写作、编辑能力；

3.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较好的沟
通能力，能独立完成采写人物专访、专题
报道任务；

4.有策划专题、深度报道经验者优先。
地址：福州市华林路261号机电大厦4楼

（斗门公交总站旁）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海峡乡村》杂志社
福建世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注册资金500万元，是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且具备运营经验和运营能力的企业。世

海信息科技公司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系统

集成及技术服务为主要经营业务，面向 IT
业、互联网、通信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方

案、技术与服务。

一、[急聘]系统运维工程师
岗位要求：

1.常驻客户现场提供物联管理平台一线

技术支持工作，包括系统使用指导、问题解

答、故障处理；

2.负责物联管理平台系统日常的业务功

能和服务器巡检和维护工作，及时处理故障

和整改漏洞；

3.负责物联管理平台系统升级部署工

作。

其他要求：

1.本科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2年以上

的电力物管平台运维经验者优先；

2.熟悉Linux（CentOS和SUSE）安装与基

本操作，精通Linux操作系统常用命令，熟悉

mysql的部署与管理，熟悉SQL数据库增删改

查，具备基本的故障排查能力；

3.了解中间件 redis、tomcat、nginx、zoo⁃
keeper的安装与维护；

4.具备基本的网络功底，熟悉TCP/IP协

议，了解MQTT协议原理；

5.服从项目组加班及出差安排，具有较

强的工作责任心、学习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以及由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

薪酬福利：

5000～8000元/月，周末双休、五险一金。

二、[急聘]Java初级工程师
职位概述：

1.根据现行系统的需求文档和设计文档

与设计师、项目经理等项目组人员交流，理解

用户需求；

2.负责系统的设计、程序编码、单元测试

这三个软件过程任务；

3.协助管理人保证项目的质量，对自己

代码进行复查，并进行简单的测试；

4.完成管理人员分配的开发文档的编

制；

5.具有一定的英语读写能力和语言、文

字表达能力，较好的沟通与理解能力，良好的

创造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

6.富有责任心、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工

作思路清晰，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其他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熟练掌握 J2EE 架构和开发技术，如：

JSP、Servlets、JMS、jdbc；
3.熟悉WEB前端开发技术和协议，如：

HTML、javascript、SOA、Web Services；
4.熟悉Tomcat、WebLoginc、JBoss等Web

应用服务器，熟悉 JAVA开发的集成工具，如

Eclipse, RAD or WID，对 linux操作系统命令

熟悉的用户优先；

5.熟悉各种主流的 JAVA开发框架和脚

本框架：Struts、Spring、Hibernate、jQuery；
6.熟悉 Oracle、MySQL、MS SQL Server

等各种主流数据库，能熟练编写较为复杂

的 SQL 语句和存储过程，了解触发器及其

查询分析器，熟悉 PGSQL 数据库用户优

先；

7.具有基于Wap或者Html5标准的手机

网页开发；

8.熟练使用Power Design设计工具、Visio

等流程图设计工具、SVN源码等管理工具。

薪酬福利：

4000～6000元/月，五险一金、周末双休。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福建世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东方小飞精密塑胶有限公司是专业从
事塑胶制品的企业。公司创建于 2011 年，现坐
落在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科技园易
佰特工业园，厂房占地面积 7000 平方米。公司
主要经营注塑成型，丝印加工等生产业务。目
前已形成配套关系的客户有新大陆、联迪、EP⁃
SON、Verifone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公司自成立
以来，已在行业内受到各客户的高度认可，在提
高客户满意度及公司实力的宗旨下，公司不断
引进生产设备，并致力于培训工程，技术，品管
及公司管理人员。同时按 ISO9001∶2015版标准，
在公司范围内建立和运行质量保证体系，使公
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深
受客户的信赖和好评。

一、[急聘]机修员
岗位要求：

1.机械设计，1年以上工作经验；
2.熟悉注塑机台基本结构及各保养点的保养

周期；
3.会机台操作，行车操作；
4.能吃苦耐劳、不怕脏、累；
5.具备较强的责任心。

薪酬福利：
4000～8000元/月，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年底

双薪、包吃包住、节日福利。

二、[急聘]仓管员
岗位要求：

1.中专以上学历；
2.一年以上经验；
3.有责任心，协调能力强，对数字敏感，熟悉操

作基本办公软件等。
薪酬福利：

4000～8000元/月，五险、带薪年假、年底双薪、
包吃包住、节日福利。

三、[急聘]挂模员
岗位要求：

1.对模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

2.有一年以上塑胶模具挂模经验；

3.具备较强的安全操作意识。

薪酬福利：
4000～6000元/月，五险、带薪年假、年底双薪、

包吃包住、节日福利。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福州东方小飞精密塑胶有限公司
一、空海运客服/物流专员
岗位要求：

1.年龄18-26岁；
2.跟进空/海运的进出口操作业务；
3.与客户、海外及代理沟通；
4.数据录入，文件制作等；
5.向代理收集成本给对应部门；
6.协助销售维护客户。

其他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
2.1年或以上货代经验，熟悉操作流程、提单要

求和出口报关报检；
3.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持四级证

书；
4.高度的工作热情及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

薪酬：4500～5500元/月
工作地点：福州

二、销售助理
岗位要求：

1.协助销售跟进客户的报价，帮忙协调与公司
各部门和海外分公司的沟通；

2.协助销售为客户制定物流方案，以便更好地
完成销售任务；

3.协助销售和客户之间的日常工作沟通和信
息传递，与销售一起共同建立和维护客户关系，并
寻找新的销售机会；

4.制作操作指令和月结对账单；
5.根据公司的KPI要求及时完成系统录入和报

表提交；
6.完成销售经理安排的其它相关工作。

其他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
2.1年或以上货代经验，熟悉操作流程、提单要

求和出口报关报检；

3.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持四级

证书；

4.工作主动，有责任心，反应快，有良好沟通

技巧。

薪酬：4500～5500元/月
工作地点：厦门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
（备注：姓名+岗位）

国际物流企业——空海运客服

毛雪莲之女毛禹君 2018 年 7 月 27 日出
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350785985，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逢源，身份证号 350103198903193124，
遗 失 中 级 工 程 师 职 称 证 书 ，编 号 闽
E009-762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