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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是由商丘日报报业集团与上海
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创建的高科技公司。公司在

“互联网+”及双创大背景下，在
教育信息、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城
市应用等多个领域开展业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
育服务行业面临着由信息技术带
来的变革，在线教育、职业教
育、现代化教育管理等方面都迎
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公司依托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的本地化资源
优势和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多年的技术研发实力、
过硬的产品质量以及领先的全方
位信息化综合应用解决方案，立
志把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公司打
造成立足于商丘、辐射河南、面
向全国的教育信息化服务公司。

根据需要，现招聘以下岗位。
岗位一：财务经理
岗位职责:1.负责互联网、信

息系统集成公司的整体财务、结
算工作管理，建立健全适合公司
的财务会计体系及结算管理体
系。 2.公司财务会计、费用管
理、成本控制、结算基本制度的
建立与修订并推动实施。3.负责

相关公司机构、税务部门等社会
关系的建设和维护管理。

任职条件：1.大专及以上学
历，会计、金融相关专业及有相
关行业经验者优先。2.具备初级
或中级会计资格，3年以上会计
工作经验。3.具有全面的财务专
业知识、财务管理经验、金融行
业知识；熟悉税收法律法规。4.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管理能
力、沟通协调能力。

岗位二：销售总监
工作核心职责：全面负责销

售团队的管理，对销售团队进行
有效激励，传递公司企业文化，
增加团队的稳定性、凝聚力。

岗位职责：1.带领销售团队
完成公司销售目标，打造一支专
业化的销售团队。2.根据销售目
标，制订客户开发计划和市场拓
展计划，确保完成月度营销目标
和营销计划，细分到周执行。3.
拜访重点客户，及时发现、分析
和处理问题。督促销售进展，监
控销售进程，负责重大营销合同
的谈判与签订。4.代表公司与当
地政府对口部门、教育行业和有
关社会团体、机构联络；负责与
各地战略合作伙伴总部及周边地

市分支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5.
监督并控制销售团队的费用支
出，定期向总经理报告费用明细。

任职要求：1.大专及以上学
历；年龄 26-32岁；2.具有 3年以
上行业销售及管理经验；对教育
行业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和见解，
熟悉新兴产品的应用，比如虚拟
化桌面等。3.熟悉招投标流程，
控标能力强。4.执行力强，行业
实战经验和客户资源丰富，团队
建设及管理经验丰富，有良好的
团队协作精神及沟通协调能力。

岗位三：行政经理
岗位职责：1.处理公司行政

后勤及财务的基础事务性工作。
2.来访接待、受理客户的电话咨
询、网上咨询服务和办公环境的
维护。3.考勤汇总、员工入职培
训及基础岗位的考核跟踪。4.上
级交办的其他事宜。

任职要求：1.有 1 年以上行
政或出纳工作经验，有会计上岗
证者优先。2.专科及以上学历，
接受过人力资源相关培训，人力
资源相关专业优先。3.具备较好
的逻辑思考能力及沟通协调能
力。4.细心、耐心，具有较强的
抗压能力。

岗位四：互联网产品销售经
理

岗位职责：1.负责互联网教
育类产品销售业务，完成公司下
达的指标。2.维护老客户及开拓
新客户，并与各教育系统机构
（如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
等） 保持良好的关系。3.完成管
辖区域的销售目标及任务，定期
提交工作日记及计划总结。

任职资格：1.大专以上学历，
形象良好，有教育行业销售经验者
优先。2.能熟练运用OFFICE软件
及其他必要的办公软件。3.对电
教产品技术略知，可拟写招标要
求并独立运作标单者佳。4.具有
良好的沟通能力、影响力及人际
关系处理能力。5.有良好的客户
服 务 意 识 ， 以 客 户 服 务 为 主
导，有强烈的职业认同感。6.具
有强烈的责任心与团队合作精
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认真负
责、踏实严谨、吃苦耐劳。

岗位五：计算机相关产品销售
经理

岗位职责：1.负责各教育行
业电教产品 （电脑、网络产品，
投影机、音频多媒体）及系统集
成产品销售业务，完成公司下达

的指标。2.维护老客户及开拓新
客户，并与各教育系统机构（如
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等）保
持良好的关系。3.完成管辖区域
的销售目标及任务，定期提交工
作日记及计划总结。

任职资格： 1.高中以上学
历，形象良好，有教育行业销售
经验者优先。2.能熟练运用 OF⁃
FICE 软件及其他必要的办公软
件。3.对电教产品技术略知，可
拟写招标要求并独立运作标单者
佳。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影
响力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5.有
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以客户服
务为主导，有强烈的职业认同
感。6.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团队
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认
真负责、踏实严谨、吃苦耐劳。
7.可接收想从事销售工作的实习
生，实习生条件可适当放宽。

工资待遇：一旦录用，签订
劳动合同，缴纳三金。月工资
2000元-5000元

工作地点：商丘市归德南路
6号（商丘日报社老院）

简历投递信箱：
2850850121@qq.com
传真：0370-2614578

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帮办记者

退费难

遇到难办事
您就说句话
晚报派记者
帮办就是啦

梁园区的陈先生：
11月 30日我就在阳光保
险公司办理了退保手
续，不但至今没有退回
参保费，还在 12 月 5 日
又被从银行卡中扣走
6000元参保费。

梁园区的邢先生：我
家住在平原路北段西侧
的建设街道办事处邢庄
村，进村的道路年久失
修，全是大坑，难以出入。

发：鲁超令

路太烂

鲁超
15503709668

吴海良
13569399701

宋亚威
15090636636

帮办令

“火凤凰”送光明 1800套灯具分三批

第三批送到了睢县孙聚寨乡一中
本报讯 12 月 5 日，睢县河集

乡中心校校长周磊，看到《晚报帮
办》多次帮助一些特殊群众和困难
群众实现了求助的心愿，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联系到晚报帮办记者。
他说，睢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河集
乡一共有 5 个贫困村。因为日光
灯等灯具属于损耗品，学校内的灯
具常常出现损坏。学校会用经费
及时进行更换，但如果能有爱心人
士或企业提供备用灯具的话，就能
减轻学校资金的压力，学校就能将
更换灯具的费用用来改善学校其
他硬件设施上了。

12 月 12 日上午，商丘火凤凰
公交广告公司工程部负责人王国
强和几名员工及晚报记者一起驱
车将 1200 支灯管和 600 只镇流器
送往睢县河集乡一中。

看到该报道后，睢阳区宋集镇
中心校校长王卫东也联系到了晚
报帮办记者，想为该镇的学生申请
一批爱心灯具。

12月 22日上午，载着 600套灯
具的爱心车队驶入了睢阳区宋集
镇一中的校园内。在得知宋集镇
的乡村学校需要灯具的情况后，商
丘火凤凰公交广告公司负责人闫
天华精心准备好了 1200支灯管和
600只镇流器，与记者一起，送到了
宋集镇一中。

看到《京九晚报》上报道了商
丘火凤凰公交广告公司为睢县河
集乡和睢阳区宋集镇的乡村学校
送去 1200 套灯具的消息后，睢县
孙聚寨乡中心校校长程米强也联
系到了晚报帮办记者，想为该乡的
学生申请一批爱心灯具。

12 月 26 日下午，记者将程米
强求助的情况告诉闫天华。她说
虽然已为睢县河集乡和睢阳区宋
集镇送去了价值近十万元的灯具，
但为了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和未来
健康成长，公司还是愿意再提供一
批灯具给睢县孙聚寨乡的学生们。

昨日上午，记者和王国
强 及 该 公 司 员 工 一 起 驱 车
前 往 睢 县 孙 聚 寨 乡 ， 将
1200 支灯管和 600 只镇流器
送到孙聚寨乡一中。

看到满满一车的灯具，正
好放学的学生一下子就围了过
来。当他们听说这些灯具都是
捐赠给该乡乡村学校的消息
后，不等学校老师安排，学生
们就高兴地一拥而上，将满满
一车的灯具卸了下来。

“孙聚寨乡是贫困乡镇，
目 前 有 3 所 初 中 和 17 所 小

学，其中五六所学校坐落在
贫困村内。”程米强说，孙聚
寨乡有六七个贫困村，该乡
一共有近 5000 名中小学生，
很多学生是留守儿童，家中
的照明环境也不好。虽然该
乡的中小学里都按照要求安
装了足够数量的日光灯，但
因为日光灯等灯具属于损耗
品，常常出现损坏，“有些灯
管用的时间长了，亮度就降
低了，并且灯管也出现发黑
等情况。有了商丘火凤凰公
交广告公司捐赠给我们的这
些灯具，就能改善学生的照
明条件了”。

“非常感谢 《京九晚报》
搭建起来的爱心桥梁，让我
们企业在奉献爱心，帮助乡
村 学 校 改 善 照 明 条 件 的 同
时 ， 也 有 很 大 的 收 获 和 感
触。”闫天华说，在 3次的捐
赠活动中，自己内心的收获
和感触是无价的，“爱心是互
相影响的，希望这些承载着
爱心的灯具，也能将爱心传
递给这些乡村学校的孩子，
让他们成为爱的种子，在学
业有成之后可以回报社会，
继续传递爱心！”
文/图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再报告

孙聚寨乡一中的学生帮着搬运灯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