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经营中心产品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针对需求，进行产品定义与规划，产品迭代升级策划，对产品进行全程管理，

组织联动协调推进产品落地并实现设计功能； 

3. 面向市场与用户，具象用户需求，进行市场和用户分析研究，进行商业模式分

析研究； 

4. 进行产品的市场论证活动，为营销活动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相关支持； 

5. 组织产品贯通和需求融通，联动公司相关部门，推动业务和技术行动； 

6.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7.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8.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9.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出版、经济、商务和管理等相关专业；具备优

秀的产品规划能力、市场需求捕捉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商业转化能力、产品开发

技术理解力；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有战略管理才

能、高度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抗压能力强。 

 

 

  



产品经营中心运营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负责产品与内容运营，粘合客户的所有工作和活动，进行内容运营、用户运营、

活动运营、产品运营、新媒体运营等。 

3. 研究用户与市场，制定产品运营规划或计划，明确产品运营方向； 

4. 研究用户使用场景或转化场景，提升产品运营数据； 

5. 配合产品设计开发。参与产品各个环节的评审，以用户结果为导向，培育产品

不断完善的同时向产品输出改进的方向建议； 

6. 负责渠道合作与渠道运营； 

7. 提供运营数据分析与建议； 

8.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10.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11.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12.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经济、商务、市场营销、管理等相关专业；对

各种新生事物有持续的热情和探究的精神，对新媒体市场变化高度敏感；精通用户

体系搭建及运营，对用户行为和用户心理有深度思考和心得；富有创业创新精神，

自驱力及责任心强，乐于接收挑战，能承担较大工作压力；逻辑思维缜密清晰，具

有较强的数据分析、统筹协调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 

  



产品经营中心数据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组织进行数据挖掘、筛选和数据分析，针对业务线，获取各类有价值的信息，

协助进行数字化产品设计、规划、营销或辅助运营决策； 

3. 研究产品与市场； 

4. 满足相关部门数据需求，描述数据中发现的问题，提供建议意见； 

5. 负责数据资产的聚集、管理和价值评估； 

6. 负责知识体系构建； 

7. 组织各类数据加工整理及补充； 

8.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9.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10.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11.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统计学、数学、管理等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

产品商业化思维，对产品商业模式、市场推广和渠道合作有丰富的经验；具有数据

商业化经验；具有海量数据挖掘、数据中心、分析相关项目的工作经验；具备良好

的需求评估、产品规划、产品设计、解决方案能力；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严密

的逻辑分析能力，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以及一定的技术理解能力；具有较强的数

据分析、统筹协调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 

  



内容中心内容部副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司战略定位，制定融媒体数字出版计划并组织实施； 

3. 自主策划出版多媒体数字内容，与营销团队充分对接，提供数字内容支持； 

4. 实施重大选题备案； 

5.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6.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7.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8.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语言文学、语言类、新闻学、教育、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具备极强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辨别力；具有 3 年以上移动互联网内容运营经验；

熟悉内容生产流程，对内容传播、内容营销有较深理解，思维活跃；对内容敏感，

有较强的创意灵感和文案编辑能力，能根据市场环境，快速组织、包装挑选内容；

善于挖掘热点和话题点，善于挖掘优质账号及内容；执行力强，善于沟通、能快速

实现跨团队高效协作。 

 

 

 

 

  



内容中心版权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针对市场和产品的不同需求，制定公司内容聚合规划，统一与上游洽谈，聚合

国内外多媒介数字资源； 

3. 维护和上游内容提供商的合作，与营销团队充分对接，面向下游提供数字内容

支持和产品支持； 

4. 数字产品及数据库等开发运营商务合作：与上游出版机构洽商并推进数字产品

及数据库等开发运营合作； 

5. 融媒体出版与运营商务合作：与上游出版机构洽商并推进融媒体出版与运营合作； 

6. 国内外出版社数字内容的运营结算管理； 

7. 原创作品版权的获取； 

8.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9.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10.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11.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出版、语言文学、编辑、公关管理、市场营销、心

理学、市场学等专业优先；有 3 年以上国内外版权资源引入经验；掌握数字出版行

业知识、心理学知识、营销学知识等；有媒体工作经验，反应敏捷、具有良好的理

解力与判断力；优秀的英语口语和商务沟通的能力，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谈

判技巧；工作上讲究韧性，具备灵活性和原则性；具有心理解读技巧、判断力、文

案制作能力；具有较深厚的文化涵养，较强的职业操守与进取精神；有较好的工作

责任心和主动性；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内容中心宣传部副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负责承接集团的各类宣传推广工作和活动； 

3. 负责公司内部品牌建设，公司内全媒体运营； 

4. 负责组织视频策划、编辑与制作； 

5. 负责市场用户与产品服务的相关信息沟通与反馈； 

6.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7.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8.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9.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语言文学、经济类、管理类等相关专业优先；3年及以

上新闻媒体或品牌宣传等相关从业经验；具备极强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辨别力；具

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和对外沟通能力，善于协调和开拓资源；文字功底扎实，思维敏

锐活跃；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探索精神，抗压能力强；细心稳重，责任心强，头脑灵

活，有较强的创造性和逻辑思维能力；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信息中心运维部副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负责组织实施集团和公司内、外部基础信息化与产品系统运维服务； 

3.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4.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5.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6.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了解出版行业新技术；

具有 8 年以上出版行业企业级应用系统开发、企业网络建设、运行维护相关工作

管理经验，以及计算机系统安全或网络安全管理经验；精通各种软件构架，网络构

架、网络协议和网络相关软硬的知识；精通各种 Windows 及 Linux 配置及管理；熟

悉 Apache、Tomcat、IIS 等常用应用服务器的安装及环境配置；熟悉 ORACLE、MSSQL、

MYSQL数据库的操作；精通项目管理，有较强的项目控制能力，能有效的控制项目

的进度和风险，擅长多项目并行管理；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计划、沟通、组织协

调能力；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团队合作精神及职业素质。技术开发、运维经验特

别丰富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动漫事业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事业部全面工作，完成公司下达的收入和利润及其他任务指标； 

2. 对动漫业务及发展趋势进行市场分析研究，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公司动

漫业务发展规划； 

3. 负责动漫相关业务及产品和服务的策划、制作、实施、建设、推广和市场销售； 

4. 制定动漫业务及动漫产品和服务的相关规划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5. 管理中版信达业务经营的相关工作； 

6. 配合总公司人力、财务管理子公司人力、财务工作； 

7. 实现动漫业务的投入和产出正向发展； 

8.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9.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10. 负责本部门职责相关的项目申报与管理； 

11.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艺术、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法律

法规；具有较先进的管理理念；具备相关运营能力；熟悉现代企业制度和战略管理

相关知识；具备较强的政策解读和行业分析能力、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有较强的

领导能力、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能力；文字功底扎实；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拥有

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综合管理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负责主持部门全面工作，完成全年的工作任务； 

2. 负责协助公司总经理做好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内部组织建设，为公司

正常运行提供综合保障； 

3. 全面负责公司党务、人事和行政工作； 

4. 负责公司对外交流的各项工作，负责报送相关的材料； 

5. 负责组织相关的监督检查工作； 

6. 负责公司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 

7. 负责优化完善部门内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规范； 

8. 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9.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类、管理类等相关专业优先；中共党员、熟悉国家

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具有战略、策略化思维，有能力建立、整合不同的工作团队；

具备较强的执行力、沟通协调能力与全局把控能力；事业心强，良好的敬业精神和

职业操守。 

 

 

 

 

  



计财部主任 

岗位职责： 

1. 研究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集团公司相关管理制度； 

2. 研究并建立健全公司财务制度； 

3. 协助领导班子拟定公司经营目标和财务实施方案，包括年度预算、决算方案，

费用开支、投资、筹资以及利润分配等计划； 

4. 统筹分析管理经营工作，提出改进和完善财务及经营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5. 对公司投融资、重大经营合同、资金使用、担保等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审核监督，

对业务整合、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及改革改制等事项参与可行性论证，并实施财

务监督； 

6. 依法合规进行会计核算、管理和税务管理，进行税收筹划； 

7. 负责公司内控管理及实施； 

8. 负责公司各类项目的监管工作； 

9. 对子公司财务工作的指导与管理； 

10. 主持部门全面工作，负责部门常管理工作，负责部门内的绩效考核和团队建设； 

11. 完成公司交付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类、财务类、经济类、管理类等相关专业；会计中

级专业技术资格；3 年及以上财务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管理经验；熟悉国家财经

政策法律法规，熟悉企业财务管理流程；具有较强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善于

协调、沟通，责任心、事业心强，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