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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是由PERSOLKELLY China进行编写，每季度发行一次。

旨在概括在华日企的人事信息，重要的劳务新闻、知名企业采访等内容。

每季度发布的人力资源需求情况，是以PERSOLKELLY China每年超过1万件的人才中介数据而

统计得出。

特别采访，是以知名的在华日企为采访对象，通过实例向大家介绍人事组织的成长与变革。

PERSOLKELLY China作为一家综合性人才服务公司，秉持着“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的理念。

希望本报告书能对企业客户的员工与公司成长有所帮助。

このレポートに掲載している情報のコピーおよび無断転載を禁じます。

PERSOLKELLY CHIN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的知识产权归PERSOLKELLY China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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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各行业日企人力资源需求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制造业 贸易/进出口

咨询业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批发/零售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3各行业日企人力资源需求总览

以下图片是各业界1年前同时期新招聘人数案件100为基准而变化的表现形式。

图片可看出全年每个季度变化的同时，各行业招聘案件的前一季度比和前一年同期比的数据也可供参考。

※以下数据分析最终解释权归PERSOLKELLY China所有 

图例： 去年同期比 大幅下降快速上涨 平稳增长 基本持平 小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2021年4月16日公布的速报数据显示，2021年1-3月，中国GDP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

长0.6%

随着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范围的扩大，中国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复苏。

2021年第一季度的日企整体招聘需求与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增加2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高达50%。

第一季度，制造业招聘需求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近3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0%。其中，半导体行业的新增案件数占

整体的4成，招聘需要非常大。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2%。日企贸易/进出口行业的招

聘需求比上一季度增加了30%，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翻倍增长。其中营业担当、市场相关的岗位需要较大。

第一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比2020年第四季度加快1.86个百分点。

日企批发/零售行业的招聘需求与前期相比增长10%，与去年同期增长5倍。随着线上消费和实体店铺零售消费持续恢

复，招聘需求中、电商运营岗位的需求居多。

咨询业的招聘需求与前期相比增长约80%。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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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不到70%）

快速上涨（超过120%） 平稳增长（106-120%) 基本持平（91-105%）

小幅下降（70-90%）

图例：对比去年同期和前一季度

IT/通信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金融/银行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物流/仓储

前期比去年同期比

4 各行业日企人力资源需求

房地产/建筑

第一季度、IT/通信行业的招聘需求与上一季度相比小幅增长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成。其中、工程师、技术支持岗

位的需求较多。

金融/银行业的招聘需求与前期相比基本持平。

第一季度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日企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招聘需求与前一季度相比基本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3倍。

伴随贸易/进出口行业的发展，物流/仓储行业的招聘需求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3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4倍。其

中、营业岗位约占整体需求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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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见 普

盛世达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请谈一下您赴任的时期和背景

我于����年被派到中国。在此之前负责中国在内的亚
洲地区的业务。作为亚洲最大、最重要的市场，希望能加快
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我来到了中国。

赴任之前我来中国出差过，但在中国生活后我有了与
出差时不同的体会。我听说中国的数字化和电子结算很先
进，但没想到这些已经如此普遍、甚至已融入了中国人民
的生活习惯。

�总经理采访

总经理采访

以“增进人们健康”为企业使命，盛势达通过产品与服务致力于从口腔健康开始增强全身健康。

董事总经理吉见先生于2019年赴任到中国。中国的口腔护理市场预计将有显著的发展，本期就

邀请吉见先生为大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战略。



贵司的事业战略是什么？

面对中国市场，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强项。
在中国的口腔护理行业中，产品结构基本上是以牙膏和牙刷为主。然而单靠牙膏和牙刷并不能全面呵

护口腔健康。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产品开发、例如洗牙器和齿间刷方面下了很多工夫。
此外、全面口腔护理的治疗方法不仅仅是给牙齿止血和止痛。我们在预防牙齿疼痛和齿科疾病方面倾

注了很多努力。为了防治牙周病、我们大力研发了口腔护理品牌G·U·M（康齿家），通过每一天的口腔护理
来保持口腔健康。

另一方面，我们为口腔医院提供服务。我认为与口腔医院建立的信赖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诉求。我
们不是通过生产商的广告进行宣传，而是希望由
医疗机构的口腔医生来向消费者传达牙龈护理的
重要性，从而提高大家对口腔护理的意识，而为此
我们专注于零售和口腔医院的业务，使其达到相
辅相成的效果。希望通过对口腔护理产品的专研
开发，为增进中国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些贡献。

新冠疫情发生后虽然对我们的业务造成了短
期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消费者对健康的关
心程度、以及口腔护理的意识有所提高。我觉得这
加速了中国口腔护理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另一重大举措是针对中国消费者的产
品开发。过去我们主要进口和销售在日本生产的
商品。但中国与日本的消费者对于牙膏的香味和
泡沫，以及牙刷的软硬度需求是不同的。今后为了
迎合市场需求，贴近中国消费者的生活与习惯，我
认为研发新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目前正在确立核心业务，以市场平均增
长率��%为目标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挑战的是
在几年内实现业务规模的成倍增长。为了完成这
个挑战，我觉得人才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口腔护理市场？

中国的人口数超过日本��倍多，口腔护理的市场
规模却只有日本的�.�倍。与日本相比，中国的齿科医
院数量、以及患者定期去医院的次数都比较少，从关注
中国人民的口腔健康为出发点，我觉得中国市场有巨
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存在我刚刚提到的“领先于日本的
部分”，但与之相对的也存在“未来仍要发展的部分”，
两者之间差异很大。

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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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刻地体会到盛势达希望通过“增进健康”、“口腔护理”的概念为消费者的健康作出贡献。作
为一家日资企业，盛势达能为实现海外人民的健康生活起到重要作用，我认为是值得引以为豪的。口
腔护理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行业竞争也将更为激烈。我衷心祝愿盛势达公司在强大理
念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您对中国的员工和组织有什么印象？

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招聘对象主要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员，而不是应届生。虽然的确有很多人为
了职业发展而选择跳槽，但是对于有能力提升以及有工作成就的员工，我希望的是结合公司的发展，为他
们提供新的工作内容和岗位，让员工在内部就能实现职业发展。另外我希望为员工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
并积极导入教育课程。让员工在发挥能力的同时，增加自我启发。通过提升员工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公司
的水平。

③④

请您具体谈一下要如何实现呢？

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恰当的业务考评。考评不是评价
者个人主观上看他是否努力，重要的是能客观地对其行
为做出评价。我希望制定的评价体系是评价结果与工作
成果相匹配，而不是打一个全员平均分。为此我认为让
员工制定明确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公司的中国员
工很多是年轻人。所以我希望在公司内对他们进行教育
培养，让他们能提高工作能力。我们计划今年开始为管
理者提供培训。

③⑤

请谈一下对未来的展望。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盛势达不仅是生产口腔护理产品的公司，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口腔护理
增进亚洲和中国人民的健康，为人们能拥有更丰富多彩、更幸福的生活作出贡献。

③⑥

～～采访的最后～～

�总经理采访

PERSOLKELLY China  总经理　喜島孝広



由现地人员担任总经理，这在日企中是非常罕见

的吧？

的确是。一般来说，很多人印象中的日企是非常
保守的。但我们公司并非如此。我在����年入职时就
负责现地法人经营相关的工作。����年我被派遣到
日本总公司，在那工作了几年。

您被派遣到日本去工作？

是的。日本总公司当时的想法是将现地人员培养
为高层管理者。作为高层就需要了解日本总公司的
企业文化、站在总公司的角度去开展全球化业务，因
此我被派到了日本。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我非常感谢公司能给予我这样的机会。

总经理采访

上海长濑贸易第�位总经理，也是首位中国人总经理。
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国地区的统括公司—长濑（中国）有
限公司的总经理。
身处变化巨大的中国市场，现地人员是如何成为商社
总经理的？接下来又将有哪些挑战？本期我们就请长濑

（中国）的董事总经理胡颖先生谈一下他的想法。

胡 颖

长濑（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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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入职时，公司就计划让您担任总经理吗？

并非如此。不过我在入职前就希望从事与日本相关并且对中国有益的工作。非常有幸能进入
长濑工作。如今长濑给予了我实现梦想的舞台。我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成为
了一个对周围有责任感的人。

③

您担任总经理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首先按照事业部门来开展业务。
过去我们以区域为单位开展工作。但随着对各事业专业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年起我们按

照事业部门划分，重新调整了组织架构。目前我们的组织架构由�个事业部门组成，分别是半导
体、汽车、生活关联、化学品、电子材料、加工材料。

⑤

听说您大力发展新规事业？

是的。我们正在不断扩大新的业务领域，包括�G·�G等下一代通信业务、半导体业务、新能源
相关业务、以及日本总公司旗下的北美食品材料销售和加工的子公司业务。长濑作为商社，同时
拥有制造、加工以及研究开发的能力，我们正在对这些领域进行积极地投资。可以说这是我们顺
应市场变化、灵活地进行业务转型所取得的成果。这种“与众不同”正是我们公司的优势。

⑥

对周围有责任感？

是的。我希望改变日企留给大家的保
守印象。我希望自己作为现地人员能在日
企有不断发展的经历，可以给周围的人带
来积极的影响。我想让大家知道在日企里
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总经理。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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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胡颖总经理拥有极强的“利他精神”。在采访中，我强烈的感受他带着“对社会的
贡献”、“对公司的贡献”，以及“对周围人的贡献”的强烈意识在工作。对于给予他机会和培
养他的公司也充满感激。我非常期待在胡总的带领下，长濑中国拥有更好的未来。

作为新任总经理您向员工和组织传达的

信息是什么？

我希望提高“客户价值”、“企业价值”以
及“个人价值”。

客户价值是我们业务的源泉。此外、既
然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投资者的投资并负责
经营业务，那么提升企业价值也是必不可少
的。与此同时，我希望构建一个能够提高个
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组织。我个人非常重视
提高这三个价值。

另外、我希望为实现这三个价值的员工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目前在我们的管理者
中，中国人的比例在逐年增加，今后也将继
续扩大。

在招聘方面，不局限于具有同行经验的
人员和会日语的人才，我更希望扩大领域，
不拘一格，吸引更多的人才。

③⑦

最后您想对读者们说什么？

我特别想对正在现地工作的大家说，日企在中国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现地法人的职责与过去不同，不再只是遵循日本总公司的做法，而是需要在现地工作的各位思
考如何做的更好，并主动地行动起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对大家而言将比从前拥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让我们抓住眼前的机会，一起努力吧！

③⑧

～～采访的最后～～

PERSOLKELLY China  总经理　喜島孝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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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中国
－中国为何能有效控制新冠感染人数－

人事劳务专栏

自2020年1月武汉发现首例新冠病毒病例加之随后的全球大流行，新冠感染人数已逾1亿

4646万人。其中，中国累计感染人数为9万588人；日本相应为56万3998人。（表1、注１）。

此次专栏以“洞见中国”为新一期主题，试图探明

中国为何能有效控制新冠感染。关于此中原因，笔者

在长年中国工作经验中，对以下3点感受尤为明显。

1）中国政府能够迅速决定新对策、制定新办法并

加以落实。

2）中国城市住宅区常以“小区”为单位，有权对感

染者及其周边居民的行动实施管控。于此相对，日本

由于法律上的限制，只能在都道府县层面提倡大家尽

量不要外出、外食，开展远程办公。

3）中国的发展史也可谓一部传染病斗争史，因此国家和国民对传染病扩散有着十分强烈

的危机意识和惧怕心理。

其中，此次专栏将对上述2）和3）的历史背景略作阐述。

中国的汉语大辞典中对“小区”有如下释义：一个较大的市镇（如大城市）内具有自己特征的
分区单位。此处所说的小区与日本的“团地”相类似，但小区有一大特征：即通常外侧建有四面围
墙，且主要大门处设有门卫来控制大门开合。小区可以监控管理感染者的住所使其隔离在家，或
直接在门上贴封条来进行封闭管控（这一点恐怕在大多数民主主义国家都难以接受）。小区的由
来众说纷纭，或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或是过去人民公社的遗留形态，但笔者认为小区与中国这
片土地上自古以来的建国建城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的居所和国家的关系，或许从以下�部文献中可一窥其关联性。
贺业锯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有以下论述：
中国古代国家建立始于母系氏族及其部落，历经父系氏族及其部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

发展阶段。从国家这一概念诞生之时起，它就是氏族基本单位“家”这一同心圆的外围屏障，再如
历史上可考的约建于公元前��世纪的早商都城⸺“西亳”，就在东、西、北三面建有城垣（图�），
此外还有多个母系氏族部落聚居而成“邑”（“邑”者，甲骨文作      ，意指人居处于设有一定维护
结构，如壕沟、土围等的场所）。

冈田英弘在其著作《历史是什么》中，对中国的国家形态有以下陈述：

1.“小区”之缘起

表1

 感染人数  死亡人数
美国 ��,���,���    ���,���   �.��
印度 ��,���,���    ���,���   �.��
巴西 ��,���,���    ���,���   �.��
德国 �,���,���       ��,���      �.��
日本 ���,���           �,���         �.��
中国 ��,���              �,���         �.��

国家
累计（人） 致死率

（％）

注�：日经电子版、����年�月��日

��洞见中国



参考文献：《传染病的中国史:公众卫生与东亚》饭岛涉著  中公新书  ����年

中国在历史上经受过多种传染病的摧残，在此简要介绍几类其流行扩散对中国及世界产生
巨大影响的传染病。

➀鼠疫：发端于云南，在广东省开始强烈爆发，随后波及香港，最终于��世纪末蔓延至世界
     各地
➁霍乱：起源于印度，��世纪扩散至东南亚、东亚、中东、欧洲
➂疟疾：《后汉书》中对云南发生的此种疾病多有“瘴气”“瘴疫”相关记载。在漫长的历史中，
     汉人由于深入云南进行森林开发、农业活动等使得华南一带疟疾肆虐
➃日本血吸虫病：据《三国志》记载，在有名的赤壁之战中魏国水军就饱受血吸虫病流行之
     苦。直至现代，��世纪��年代在中国也传染极广，患者多达约�千万人。此外该疾病也在
     日本九州、广岛、山梨流行，由桂田富士郎教授于����年发现感染机制并命名
➄其他：天花、痢疾、伤寒、结核、SARS等

��世纪中国在推进传染病防治对策时，引入西医并以日本为范本建立完善了公共卫生制
度。这一点是我想传达给在日企工作的各位读者的。

“国”这一汉字本义为“围着城墙的城市”，与日语中“国家”的含
义相异。“国”字简化前的字形为“國”，这个全包围结构即表示四周
城墙围绕。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小区”与其说是中国建国
后的产物，实则更为历史悠久，是一种以外围维护结构守护聚居部
落的形态。

2.传染病的中国史

各种国家政治制度均有利弊，也更不用说小区这样的一种住宅形态其实与企业经营也并
无相干。但是当前中国人面对传染病流行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危机意识和忍耐力、以及当机立断
的魄力，值得外国人学习和借鉴。这也可以说是与企业危机管理相通。昔师于日本的中国，今也
可为日本等国之师。

3.师于中国

―以上―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贺业锯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年
《冈田英弘著作集 历史是什么 I》冈田英博著  藤原書店  ����年

图1

须藤洋介 Sudo Yosuke

PERSOLKELLY Consulting
Executive Advisor

30年的制造业与咨询公司的中国工作经验。

作为企业管理者和咨询顾问、拥有丰富的中国经营与人事管理经验，

提供专业的建议。

�� 洞见中国



1、2021年1月-3月的工资调整情况

报告显示、截至����年�月，有�成的企业已经进行了工资调整。其中、回答加薪的企业比例为��.�%。与我
司����年��月的调查结果相比，加薪企业比例增加了��%。分职级来看，上海全体加薪率为�.��％、高级管理
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为�.��％。

 PERSOLKELLY Consulting作为PERSOLKELLY China集团下为会员提供人事劳务咨询服务的咨询公

司，于2021年3月开展了“2021年度华东地区工资调整、奖金发放情况追加调查”。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中国华东地区的企业，近150家公司参与了本次调查回答。对参与调查的企业我们深表

感谢。

以下为此次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不定期

工资调整时期（月）。※包含调整�次、�次的情况

2021年度华东地区工资调整、
奖金发放情况追加调查

�.��% �.��% �.��% �.��%
�.��%

�.��%

�.��%

�.��%

�.��%

�.��%

��.��%

上海市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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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3月后的加薪率预测

����年�月后的加薪率预测结果为上海全体�.��％、江苏省全体�.��%，从整体来看与����年的加薪率基
本持平。

3、2021奖金支付（实际支付+预定支付）情况

����年上海市奖金支付（实际支付+预定支付）的结果为�.��个月，与����年��月的调查结果�.��个月相
比呈小幅下降趋势。分职级来看，高级管理职与管理职的奖金支付月数比较多，为�.��个月。

注�：加薪率：这里所提到的加薪率包含普调涨薪部分以及根据评价、考察所决定的涨薪部分的数值。

注�：奖金：这里提及的“奖金”，不是指固定和保证金额的报酬，而是根据评价、考察、公司业绩而决定的每年不同金
额的报酬。

注�：职级定义： 
·高级管理职…部长、副部长、总监、副总监等高级经理以上级别
·管理职…课长、副课长等经理、助理经理级别
·一般员工…普通员工、担当者、高级职员、主管、系长等非管理职的白领
·蓝领工人…生产工人、操作工、仓库人员、店员、司机等蓝领 

单位：月数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 江苏省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 �.��%�.��% �.��%�.��%
�.��%

�.��% �.��%�.��%
�.��%

�.��%

�.��%

�.��%

�.��%

�.��%

��.��%

上海市 江苏省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14 ����年度华东地区工资调整、奖金发放情况追加调查



PERSOLKELLY China 日企联合招聘会

2021年4月、我司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各举办了春季日企联合招聘会。

招聘会汇集了多行业、多领域的不同职位需求，为候选人提供了更全面更高效的求职环境，同

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优秀人才的选拔机会。

中国的市场变化很快，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的发展与人才密不可分。我司作为人才中介公司，

要成为企业的坚实后盾，持续为企业输送优质人才。今年秋季我们将继续举办日企联合招聘

会，实现企业与人才的双赢。

第一届上海春季日企联合招聘会

4月17日，英创人才第一届春季日企联合招聘会在上海华亭宾馆2楼盛大召开。招聘会由我司主

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后援。

共10家企业参展，集合制造、IT服务、快消、零售等行业，提供了100个以上职位的需求。来自上

海及全国各大高校，以及日本等地区高校的近200名求职者到场参加，文理比为7:3。

企业有录用意向的人数约为100人。

参加企业一览

上海走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东丽先端材料研究开发（中国）有限公司

想出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捷欧路（北京）科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大福（中国）有限公司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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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届北京中日企业联合招聘会

4月24日，第二十九届北京中日企业联合招聘

会在北京北京锡华商务酒店顺利举办。

招聘会由中国日本商会主办，我司北京分公司

协办运营。

共有14家大型企业参展，涉及制造、快消、金

融、IT 、咨询、酒店、贸易商社等行业。当天吸引

了北京多所高校以及日本 ，欧美等近百所大学

的本科、硕士毕业生、留学生以及拥有工作经

验的社会人近200 人参加。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北京光明饭店有限公司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司 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

讯和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华糖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

京大（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丸红（北京）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宝酒造食品有限公司 欧力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上海必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参加企业一览

2021年秋季，PERSOLKELLY China将继续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日企联合招聘会，为企业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人才服务。如有兴趣，欢迎联系。

咨询邮箱：info_cn@persolkelly.com       咨询电话：021-23526035

PERSOLKELLY China 日企联合招聘会

16 PERSOLKELLY China 日企联合招聘会



Intelligence自����年�月�日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品牌统一为 PERSOLKELLY； 同集团的Intelli-
gence Anchor Consulting也随之统一为PERSOLKELLY Consulting。

英创品牌在中国已有��年之久，现于上海、北京、苏州、广州、深圳，�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是中国NO.�面
向日企的专业人力资源品牌。随着我们的新品牌PERSOLKELLY与PERSOLKELLY Consulting的诞生，您将感
受到更加优质和专业的一站式服务体验。

  
PERSOLKELLY是亚太地区的第一大人力资源服务品牌， 在亚太��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将更好的

协助您引进海外人才和拓展海外市场。我们将继续秉持“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的理念，为您提供优质的人才
招聘、人事劳务咨询服务。

 
我司的中文公司名称、我们与您签署的协议、我司联系方式和办公地址以及我司管理和运营团队均保持不

变，仅变更品牌和公司英文名称。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招聘、咨询需求，请随时联系 info_cn@persolkelly.com 邮箱进行垂询。

【通知】英创中国品牌更新
  Achieving more,together

中文名称【不变】 英文名称【新】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英创人力资源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PERSOLKELLY China Co., Ltd.

PERSOLKELLY China Co., Ltd. - Beijing Branch

PERSOLKELLY China Co., Ltd. - Suzhou Branch

PERSOLKELLY China Co., Ltd. - Guangzhou Branch

PERSOLKELLY（Shenzhen）Co., Ltd.

PERSOLKELLY Consulting (Shanghai) Co., Ltd.

PERSOLKELLY Consulting (Shenzhen) Co., Ltd.

PERSOLKELLY Consulting (Shanghai) Co., Ltd. 
- Beijing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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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综合性人才服务公司
“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

中国的市场环境变化非常快。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企业的发展壮大与“人”息息相关。

PERSOLKELLY China在为求职者提供工作岗位与成长机会的同时，为支援企业客户的发展提供多种服务。

人才
开发

人事
考评

劳动
关系薪酬

福利

组织
战略

人才
中介

拥有25年的
丰富经验

超过200名
经验丰富的顾问

人才库总量超过
50万人

为超过10000家
企业提供

人才招聘服务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了解更多最新信息！>>

PERSOLKELLY China

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菲律宾    泰国    日本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和金田路
交汇处金地中心15楼C10-C11室

广州市天河路230号
万菱国际中心4002-4004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甲6号1幢爱思开大厦

（SK大厦）第9层07A

苏州市工业园区
苏州大道西9号
中海财富中心西塔2003室

上海市淮海中路999号
环贸二期1201室

苏州 北京 广州 深圳上海

client@persolkelly.com
suzhou@persolkelly.com beijing@persolkelly.com

guangzhou@persolkelly.com shenzhen@persolkel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