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丰银行福州分行社会招聘岗位汇总表

序
号

分行 需求岗位
岗位
类别

招聘
人数

工作地
点

报名截止时间 岗位职责 社会招聘条件

1
福州分

行

对公客户经

理岗（含团
队负责人）

销售类

岗位
若干

福州、泉

州、龙岩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根据总分行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中长期经营目标、

年度经营计划，制定团队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其中团

队长需带领员工完成分行下达的各项指标。
（2）负责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各类业务和产品的营

销。

（3）对有授信需求的公司客户开展授信调查，收集并核

实授信材料，撰写授信调查报告。
（4）根据授信批复要求落实核保、办理抵质押等放款工

作，并根据行内授信管理办法做好存续期管理。

（5）根据贷后管理的有关要求实施资金监控、贷后检查

、风险分类等贷后管理工作，有效控制风险。
（6）负责存量客户的维护工作，定期拜访、联络客户、

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1）本科（含）以上或全日制大专（含）以上学历
。

（2）45周岁（含）以下。

（3）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了解经

济、金融、产业政策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掌握市场营
销、财务和法律等知识，熟悉银行相关产品。

（4）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公

关谈判协调能力，具有丰富的客户资源。

2
福州分
行

普惠客户经
理岗（含团

队负责人）

销售类
岗位

若干
福州、泉
州、龙岩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根据总分行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中长期经营目标、

年度经营计划，制定团队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其中团
队长需带领员工完成分行下达的各项指标。                                               

（2）负责制定营销方案，开展客户营销活动，为客户提

供专业化服务。

（3）负责营销和推广普惠金融产品，达成营销任务目标
。

（4）负责对有授信需求的普惠金融客户开展授信调查，

收集并核实授信材料，撰写授信调查报告。

（5）根据贷后管理的有关要求实施资金监控、贷后检查
、风险分类等贷后管理工作，有效控制风险。

（6）负责拓展与维护普惠金融客户，促进业务提升。

（1）本科（含）以上或全日制大专（含）以上学历

。

（2）45周岁（含）以下。

（3）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了解经
济、金融、产业政策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掌握市场营

销、财务和法律等知识，熟悉银行相关产品。

（4）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公

关谈判协调能力，有客户资源者优先。



序
号

分行 需求岗位
岗位
类别

招聘
人数

工作地
点

报名截止时间 岗位职责 社会招聘条件

3
福州分
行

零售客户经
理岗（含团

队负责人）

销售类
岗位

若干
福州、泉
州、龙岩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拓展优质零售客户，建立、维护和发展客户关系。

（2）根据本行零售信贷政策和产品业务导向，进行零售

信贷产品的市场营销和业务操作，有效防控风险并提升

资产质量。
（3）掌握我行零售信贷产品及其他零售业务，制定和落

实满足客户全面需求的金融服务方案等。

（4）团队长需带领员工完成分行下达的各项指标，组织

员工做好零售金融服务，不断发掘客户潜在金融需求。

（1）本科（含）以上或全日制大专（含）以上学历

。
（2）45周岁（含）以下。

（3）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了解经

济、金融、产业政策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掌握市场营

销、财务和法律等知识，熟悉银行相关产品。
（4）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公

关谈判协调能力，具有丰富的客户资源。

（5）熟悉商业银行各类个人业务产品及业务流程；

取得银行业从业资格证书、个人理财证书（或
AFP/CFP/CHFP/RFP/CFA）、基金/理财销售资格者优

先。

4
福州分

行
综合柜员岗

技能岗

位
若干

福州、泉

州、龙岩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受理客户业务办理申请，正确、高效地处理各项业

务。

（2）按要求处理错账、挂账等特殊交易，配合做好查询
、冻结、扣划等业务，积极配合各项内外部检查。

（3）按要求领用及管理现金、重要空白凭证、有价单证

、印章、机具等物品。

（4）营业期间，按要求保管相关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及
各类纸质表格等业务资料。

（5）负责办理职责权限范围内的其他业务。

（1）本科（含）以上学历（其中县域支行可放宽至
大专以上），金融、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35周岁（含）以下，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

位工作经历。

（3）具备银行业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反洗钱
从业资格以及反假货币等上岗资格者优先。



序
号

分行 需求岗位
岗位
类别

招聘
人数

工作地
点

报名截止时间 岗位职责 社会招聘条件

5
福州分

行

漳州分行计

财运营部总

经理

管理类

岗位
1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全面主持漳州分行计财运营部工作，负责围绕总分

行整体战略规划，制定分行运营、财务工作的发展规
划，认真贯彻实施总行及地方相关部门关于运营管理、

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考核管理、管理会计、税务管理

、会计科目及会计核算政策管理、财务分析、 数据统计

等的政策与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2）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国家各项金融政策法规，学

习和掌握会计结算业务内控制度，指导部门做好贯彻落

实工作。

（3）定期组织召开运营工作会议，传达、落实上级行和
人行的各项管理规定和工作要求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工

作任务；听取各机构运营工作进展及内控落实情况，总

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

（4）组织制定年度运营检查计划、人员培训计划，并组
织推动分行事后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并组织实施。

（5）负责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全日制大学以上或硕士学位以上（银行从业10

年以上者，可放宽至大学以上），会计学类、金融学

类、经济管理类、科技类等相关专业优先。
（2）45周岁（含）以下，相关岗位工作年限3年以上

。

（3）了解国家经济、金融方针政策，熟悉商业银行

表内外业务流程、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熟悉国家财
税政策和财务相关制度。

（4）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沟通协

调能力，积极进取，并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职业道德。

6
福州分

行

漳州分行计
财运营部运

营管理岗

专业类

岗位
1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负责贯彻、制订会计、结算、清算等运营类制度、

细则、流程；负责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贯彻落实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相关制度。

（2）负责与分行运营管理部支付结算中心、人民银行支
付结算、清算中心、国库处等管理部门的联络、沟通。

（3）贯彻落实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的部署；协助公检法

部门办理假币案件；组织全辖现金从业人员参加反假货

币资格考试。
（4）组织落实全行人民币流通工作；负责分行现金投放

、回笼分析管理；残损币回笼、整缴等管理工作。

（5）负责网点的会计凭证进行整理、扫描上传事后监督

系统；并按照有关规定，对会计档案进行整理、立卷、
归档和保管。 

 （6）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其他工作。

（1）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学历。
（2）40周岁（含）以下。

（3）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序
号

分行 需求岗位
岗位
类别

招聘
人数

工作地
点

报名截止时间 岗位职责 社会招聘条件

7
福州分

行

漳州分行办

公室（安全

保卫部）文

秘调研岗

专业类

岗位
1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负责组织或参与起草分行行领导综合文字材料，起
草向上级行、党政机关及监管部门的综合报告，行领导

交办的其他材料撰写工作。

（2）根据分行党委和行领导安排以及围绕重点难点制定

调研方案、撰写调研报告。
（3）负责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学历。

（2）40周岁（含）以下，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
位工作经历。

（3）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熟练掌握办公软件使用

技能。

（4）具备优良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

（5）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8
福州分

行

漳州分行零

售金融部零

售业务管理
岗

专业类

岗位
1 漳州 2023年12月31日

（1）负责分行零售业务管理、督导及检查工作。

（2）组织开展分行零售业务辅导、咨询、培训。

（3）负责分行零售业务的指标拟定，分解。
（4）开展分行零售业务市场推动，营销策划等工作。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学历。
（2）40周岁（含）以下，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岗

位工作经历。

（3）了解国家经济、金融方针政策，熟悉商业银行

表内外业务流程、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熟悉信用卡
、零售贷款业务、产品。

（4）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沟通协

调能力，积极进取，并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职业道德。

（5）具备营销策划、零售业务管理能力。

合计 若干 —— —— —— ——

备注：年龄、工作年限、学历等计算截止时间为简历投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