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
为您的公司铸就成功：

来自中国及面向中国的专业人才和管理精英

www.sinojobs.com

SinoJobs: 领先的面向欧洲—中国的招聘门户。

利用我们的招聘经验，掌握您在中国的机遇。

中国在世界和技术领域的崛起为欧洲的企业不断地提供了诱人的发展良
机。
多年来，招聘合适并具有相关中欧经验的专业和管理人才一直都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

作为一家专业招聘门户网站，SinoJobs 2009年起便开始帮助首屈一指的欧
洲企业在中国和欧洲的岗位上争取合格的专业和管理人才。
胜任者不仅需
拥有单纯的专业技能，还要对中国有所了解。
SinoJobs将确保您在日常竞争中独占鳌头。
我们的招聘门户网站以目标群
体为导向，能够迅速高效地填补您的岗位空缺。
对于那些专门致力于中欧
业务的中国/欧洲专业和管理人才而言，您将在SinoJobs上成为独具吸引力
的雇主。

借助职位招聘广告、雇主信息和简历数据等服务的结合，SinoJobs将为您的
公司搭建一个面向大中华区和欧洲招聘的高效平台。
把握您在中国的机遇——我们以专业的经验支持您的发展，并将竭诚提供
更为详尽的咨询建议。

SinoJobs 热门雇主和职位招聘
内部审计顾问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Division Manager Operations
中国

Regional Sales Manager for China
达姆施塔特

营销和编辑实习生
深圳和广州

生产总监
张家港

Project Engineer
上海

Account Manager
上海

Finance Manager
上海

The Siemens Graduate Program
上海

HR Manager
长春

强大的人脉网络

SinoJobs与各大院校、协会以及欧洲和大中华区的中国学生社团均保持着极佳的关系，您的公司也可以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不
断活跃在相关媒体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从而积极地完善人脉网络。

xing.com/net/sinojobs

linkedin.sinojobs.com

weibo.sinojobs.com

renren.sinojobs.com

facebook.com/sinojobs

twitter.com/sinojobs

选择我们作为招聘门户网站的理由:

OO 对中国的深刻了解

SinoJobs于2009年由一家专注于中国市场的管理咨询公司创建。
因此，我们对中国和欧洲市场都了如指掌。

OO 以目标群体为导向的联络

我们的专业化导向使您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综合或地方性招聘门户上难以找到的中欧人才。
正因如此，SinoJobs网站
设有中文、英语和德语三种语言。

OO 中国和欧盟为数众多的潜在候选联系人

我们的招聘目标主要是具有欧洲经历并生活在中国或欧洲的中国求职者，以及拥有相应中国背景且生活在中国或欧洲
的欧洲求职者。
此外，我们还提供储存有上千名注册人才资料的简历数据库。

OO 多元化平台和网络的使用

我们将标准样式或公司定制设计的职位招聘信息免费链接至大量合作伙
伴平台，以及领英、XING、人人网、新浪网 和其他社交网络的相关渠道和
论坛上，从而提高应聘数量，帮助您寻找到更高素质的求职者。

OO 多语种服务

我们的员工提供德语、英语和中文的多语种客户服务，他们将竭诚为您解
答关于招聘广告的任何问题。
职位招聘广告和雇主信息一般在24-48小时
内发布。

OO 收费低廉

SinoJobs的服务收费低廉，极具吸引力。
对于大宗交易，我们可提供优惠
的报价。
账单可以欧元和人民币结算，也可开具发票。

OO 针对就业市场的咨询建议

从我们的经验中获益：为提高职位招聘广告的成功概率，我们将就中国就
业市场的特殊之处给出建议。
除此以外，通过举办年度德中人事资源会
议，我们还为跨国人力资源管理议题提供了一个知识性论坛。

欧洲领先的以中国为主题的招聘会

通过举办SinoJobs Career Days, 我们将线上和线下招聘完美地结合在了
一起，形成了同行业中独一无二的运营模式。
每年都有2,000余人共聚
一堂，参加欧洲和中国企业的招聘会，其中大多数为中国参展者。
无论
是对于我们的招聘门户网站，还是您在SinoJobs上的职位招聘广告，这
都是最好的宣传推广。
www.sinojobs-careerdays.com

您在SinoJobs的招聘广告
招聘广告：
公司定制设计

OO 公司定制设计

招聘广告将根据您的公司定制设计发布。

OO 徽标

您的招聘广告将与贵公司的徽标和名称一起显示在搜索结果中。

OO 供选购的热门职位选项

招聘广告将以滚动形式链接到主页上，并将在搜索结果中置顶显
示。
同时在整个有效期内，该招聘广告还将以每周职位简报的形式
发送。

OO 30天后刷新

30天后招聘广告的日期将自动刷新并重新发布。

OO 有效期60天

您的招聘广告有效期为60天。

OO 多语种

您可用英语、中文和德语三种语言编辑您的雇主信息。

OO 无附加广告

您的招聘广告页上绝没有任何其他广告。

OO 社交媒体发布

您的招聘广告将发布于XING、领英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每周职位简
报中，以及中国和欧洲的各类论坛上。

招聘广告：
标准样式

OO 标准样式

采用我们标准样式的招聘广告，包含公司徽标、公司简介、职位名
称以及框架结构的职位描述。

OO 徽标

您的招聘广告将与贵公司的徽标和名称一起显示在搜索结果中。

OO 供选购的热门职位选项

招聘广告将以滚动形式链接到主页上，并将在搜索结果中置顶显
示。
同时在整个有效期内、该招聘广告还将以每周职位简报的形式
发送。

OO 30天后刷新

30天后招聘广告的日期将自动刷新并重新发布。

OO 有效期60天

您的招聘广告有效期为60天。

OO 多语种

您可用英语、中文和德语三种语言编辑您的雇主信息。

OO 无附加广告

您的招聘广告页上绝没有任何其他广告。

OO 社交媒体发布

您的招聘广告将发布于XING、领英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每周职位简
报中、以及中国和欧洲的各类论坛上。

您在SinoJobs的雇主信息
雇主信息：O
热门雇主

OO 公司的详细介绍

详尽的雇主信息，包含介绍文字、联系地址、所在地、职位招聘广告
和相关企业的链接、公司专访和相册。

OO 公司徽标

您的公司徽标将显示在雇主信息和搜索结果页面中。

OO 招聘广告列表

自动生成的以往招聘广告列表，含链接。

OO 搜索结果排名靠前

您的雇主信息将显示在标准和基本雇主之前。

OO 首页显示公司徽标

您的公司徽标将以滚动形式显示在主页上。

OO 多语种

您可用英语、中文和德语三种语言编辑您的雇主信息。

OO 搜索结果中高亮显示

您的雇主信息将在搜索结果页高亮显示，以吸引更多的求职者。

OO 社交媒体链接

直接链接至您在领英、XING、Facebook、Google Plus、YouTube、推特、人
人网、微信和土豆网等社交媒体上的账号页面。

OO 无附加广告

您的雇主信息页上绝没有任何其他广告。

雇主信息：O
标准雇主

OO 公司的详细介绍

详尽的雇主信息，包含介绍文字、联系地址、所在地、职位招聘广
告和相关企业的链接、公司专访和相册。

OO 公司徽标

您的公司徽标将显示在雇主信息和搜索结果页面中。

OO 招聘广告列表

自动生成的以往招聘广告列表，含链接。

OO 优于基本雇主的排名

您的雇主信息将显示在基本雇主之前。

OO 多语种

您可用英语、中文和德语三种语言编辑您的雇主信息。

OO 社交媒体链接

直接链接至您在领英、XING、Facebook、Google Plus、YouTube、推
特、人人网、微信和土豆网等社交媒体上的账户页面。

OO 无附加广告

您的雇主信息页上绝没有任何其他广告。

使用SinoJobs简历数据库
有针对性地搜索理想的职位候选人，并直接取得联系
作为业内领先的专业招聘门户网站，SinoJobs提供的简历数据库存储有16.000余名中国和欧洲求职者的资料，其中一大部分都
是在欧洲完成学业的中国求职者，也有一些了解中国的欧洲求职者。
▪
▪
▪
▪

可直接检索查询16000余份简历信息。
您可以在使用有效期内无限次浏览简历数据库* ，从而降低每次招聘的成本。
您可以使用各类搜索过滤器快速找到高素质的相关人才。
不断扩充人才储备库的理想工具，确保您抢在竞争对手前联系到这些职位候选人！

聚焦中欧的专业人才简历信息库
种类繁多的搜索条件：
▪ 工作年限

▪ 最高学历

▪ 行业经验

▪ 所学专业

▪ 专业经验

▪ 语言能力

▪ 目前的就业状况

▪ 工作所在国家

▪ 国籍

▪ 可入职时间

▪ 教育所在国家

▪ 性别

▪ 首选的工作所在国家

▪ 期望的税前年薪

▪ 最近一次登录时间

▪

求职者编号

▪

求职者期望的职位性质
(例如：全职岗位、培训生、实习生)

专业方向：

11%

38%

11%
3%

32%

经济学

57%

工程专业

学生/毕业生

33%
15%

其他

初级专业人士（< 5年工作经验）

资深专业人士(> 5年工作经验)
个体经营者
博士研究生

感兴趣吗？
现在就开通免费雇主账号，在SinoJobs网站浏览匿名简历。如需进一步与职位候
选人取得联系，则须购买简历下载服务套餐。
* 可直接检索超过16000名候选人信息，无上限发送查看请求，获得用户同意后，完整简历（含联系方式）每月可下载不超过50份。

报价单 2019
雇主信息

热门雇主

标准雇主

基本雇主

1年

1,198 € / 8,738 ¥

568 € / 4,188 ¥

免费

2年

1,868 € / 13,648 ¥

768 € / 6,378 ¥

免费

招聘广告

公司定制设计

标准样式

基本样式

1 条广告

338 € / 2,788 ¥

218 € / 1,818 ¥

免费 1

5 条广告

1,238 € / 11,958 ¥

938 € / 7,748 ¥

-/-

10 条广告

2,588 € / 21,458 ¥

1,728 € / 14,328 ¥

-/-

20 条广告

4,748 € / 33,878 ¥

3,068 € / 25,448 ¥

-/-

50 条广告

10,688 € / 88,241 ¥

6,958 € / 57,708 ¥

-/-

100 条广告

14,468 € / 139,388 ¥

10,638 € / 88,248 ¥

-/-

200 条广告

26,828 € / 222,688 ¥

15,798 € / 131,078 ¥

-/-

长期招聘广告

公司定制设计

标准样式

基本样式

12个月长期招聘广告

1,218 € / 10,128 ¥

778 € / 6,458 ¥

-/-

12个月长期热门职位选项招聘广告

1,728 € /14,328 ¥

1,138 € / 9,438 ¥

-/-

招聘广告可选项

公司定制设计

标准样式

基本样式

热门职位选项
匿名刊登招聘广告
匿名刊登招聘广告
(包含广告编辑加工服务)
广告翻译2

138 € / 1,168 ¥

-/-

88 € / 738 ¥

-/-/-

178 € / 1,488 ¥
98 € / 848 ¥

-/-

简历数据库 3

雇主报价单

有效期 1个月

498 € / 4,138 ¥

有效期 3个月

1,198 € / 9,948 ¥

有效期 6个月

2,098 € / 17,418 ¥

有效期 12个月

3,098 €/ 25,718 ¥

1 每位雇主每年最多可发布5条免费的基本样式广告。
2 每个广告字数最多不超过1,000字。语言：中文/英文/德文。
3 可直接检索超过16000名候选人信息，无上限发送查看请求，获得用户同意后，完整简历（含联系方式）每月可下载不超过50份。

每位雇主每年最多可发布5条免费的实习生/管培生项目/学生勤工俭学/学生兼职的职位标准样式招聘广告。

所有欧元报价均不含19%的增值税/所有人民币报价均不含当地商业税。
现行价格表发布后，以往的所有价格表和报价即失效。

欧洲热线: +49 69 2713769 170
中国热线: +86 21 80378515
www.sinojobs.com

如您的企业有其他服务需求，如海外招聘流程外包等，欢迎您通过电话
或邮件与我们联系。

03.01.2019

招聘广告有效期：60天，包含30天后的日期更新。

客户证词
„我们使用Sinojobs已有多时，所刊登的招聘广告均获得了为数众多的响应，其中
不乏有高素质求职者的应聘。因此我们极力推荐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使用SinoJobs
招聘门户网站 。“
Dr. Hans Joachim Fuchs – China Brand

„在SinoJobs Career Days中求职者的素质和数量远远高出我们的预期。不仅如此，
在该展会中我们还获得了与其他参展商联络合作的机会。“
TÜV NORD Bildung GmbH & Co. KG

SinoJobs GmbH
Münchener Str. 36
60329 Frankfurt, Deutschland
contact@sinojobs.com

请致电或致信联系我们，
我们将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个性化咨询！

欧洲热线: +49 69 2713769170
中国热线: +86 21 80378515
www.sinojo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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