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porate Strategy
通过提供专业的 HR 解决方案和被称为企业基础设施的人才

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的问题以及构

筑强大的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发展和战略体系，最重实现

在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成为顾客满意度 NO.1 的企业。

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好的 HR 伙伴！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上海创价）自 1996年成

立以来，一直与中国共同成长。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

企业的发展壮大与 “人” 息息相关。录用可以共享企业价值观

的优秀人才，使其充分发挥能力是企业实现在中国的事业战略

的关键。我们在重视人才的知识、技能、经验的同时一贯坚持

为企业推荐 “最合适的人选”，成立至今拥有专业化的服务和

庞大的数据库。

公司简介

沿革

英创中国与 Temp Staff 中国并购整合。

上海创价咨询有限公司成立。

上海创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是上海市首家获得市人事局颁发的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的民营企业。

作为“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的发起者之一、被推选为协会首届副会长单位。

上海创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与株式会社 Intelligence 合资成立新公司、名称变更为英创人才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7 月与 SMC、Anchor 经营整合、在华东（上海、苏州）、华北（北京、大连、天津）、华南（广州、深圳）、
香港地区开展人才服务和人事劳务咨询以及培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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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创中国与 Kelly Services 展开战略合作。

英创安众品牌统一为 PERSOLKELLY Consulting。
英创中国品牌统一为 PERSOLKELLY。

英创在中国

北京

苏州

上海

广州
深圳

香港

已开设的分公司



人才库总量超过

名以上500,000

高端人才寻猎
Executive Search

高级管理人才（Executive Class）的推荐服务。

我们为日资企业、欧美企业、
内资以及民营企业在多个业务领域提供
高级管理和技术类人才的搜寻服务。涉及主要
行业：IT· 通讯、电子 · 机械制造、快速消费品、化工医疗、
金融保险、贸易、物流、零售等。

实    绩

费用：采用【定金 + 成功费用】（Retained）的收费机制。
根据案件委托内容的不同，会有个别特殊收费金额的设定。

日资大型制造业：董事长（年薪 300 万元）
外资电子制造业：销售总监（年薪 200 万元）
外资餐饮业：CFO（年薪 100 万元）

外资通信企业：总经理（年薪 100 万元）
日资电子制造业：总经理（年薪 95 万元）
外资商社：销售总监（年薪 85 万元）

人才中介 Recruitment
运用 25 年的行业经验以及中国 NO.1 的业绩，为贵公司介绍最合适的人才。

自 1996 年起在中国开展人才中介业务、25 年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超过

50 万且几乎覆盖各行各业的庞大的人才资源库、能迅速为客户甄别推荐高

匹配度人才的资深顾问团队、能为超过 10000 家客户提供在中国华东、华南、

华北地区、以及香港、日本地区的人才招聘服务。

招聘外包服务
Recruiting Process Outsourcing

提高招聘的质量和数量。

可以根据客户的各种需求灵活地提供招聘支援服务、例如提供与

招聘计划、招聘方式相关的咨询和解决方案、招聘项目承包、新

设企业人员招聘、应届毕业生招聘等。

家企业提英创为超过   10,000
供人才招聘服务，业务覆盖各行各业。每年为数以千计

的人才提供专业权威的猎头服务。

上万成功就业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英创人才中介服务的 3 个特点

明确客户对所需人才要求。

向客户推荐具有高度求职意向的有志之才。

筛选合适的人才。



人才资源分布

快速消费品

物流

医疗医药

批发 / 零售 4%

制造业

【行业】

29%

4%

4%

4%

咨询 4%
广告 4% 金融 5%

服务业 11%

IT 14%

贸易 19%

【职种】

营销类 21%

技术类（建筑 / 土木）1%

技术类（IT/ 通信）14%

技术类
（电器 / 电子 / 机械）12%

技术类（服装 / 皮革）2%
广告 2%

经营管理 3%

专业人士 4%

学生 6%
翻译 7% 金融财会 8%

采购物流 8%

人事行政 10%技术类（药品 / 化学 / 食品）2%

25
PERSOLKELLY

市场总监 / 调研经理

品牌经理 / 市场分析

经营计划 / 营业企划

广告营业 / 客户经理

公关 / 媒介 / 会展

平面设计 / 文案 / 编辑

市场 / 企划 / 广告

软件 / 系统工程师（PM/PG）

数据库开发 /ERP 技术应用

嵌入式硬件 / 软件开发

技术测试 / 网络工程师

网站运营 / 网页设计

多媒体 / 游戏开发

计算机 / 互联网 / 电子

人力资源总监 / 经理

招聘 / 薪酬 / 绩效主管

总经理秘书 / 经理助理

行政总监 / 经理

法务经理 / 主管

部门助理 / 翻译

人事 / 行政 /  法务

营业总监 / 区域经理

营业主管 / 销售工程师

代理商开发 / 渠道管理

销售管理 / 销售助理

贸易主管 / 进出口操作

呼叫中心经理 / 客服管理

销售 / 贸易 / 客服

财务部长 / 财务经理

财务分析员 / 会计 / 出纳

审计经理 / 税务管理

银行信贷管理 / 审查

融资租赁 / 风险管理

保险理赔 / 客户服务

财务 / 金融 / 保险

面料采购 / 开发

服装设计 / 打版

商品企划 / 商品 MD

服装设计师 / 设计助理

服装生产 / 跟单

品质管理（QA/QC）/ 检品

纺织 / 服装 / 日用消费品

店铺管理 / 库存控制

视觉成列 / 商品管理

物流经理 / 仓储管理

报关单证 / 货代代理

建筑工程 / 项目管理

内外装设计 / 物业管理

建筑 / 物流 / 零售

生产制造厂长 / 总监

设备电气维修 / 售前售后技术

产品工艺 / 制程工程师

质量管理 / 验货员 (QA/QC)

机械自动化 / 电子电路工程师

化妆品 / 医药 / 食品研究员

工业制造 / 化工研发

迅速为客户甄别推荐高匹配度人才的资深顾问团

队。英创拥有各行各业的庞大的人才资源库 , 接

受包括各行各业来自中国华东、华南、华北地区

以及香港、日本地区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的委托，

在多个领域提供高级管理和技术类人才的搜寻，

成功推荐了首席执行官（CEO）、财务总监（CFO）、

外商办事处首席代表、人力资源总监、市场开发

总监等年薪百万以上的重要职位。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劳务咨询
Advisory Services
在中国境内拥有 600 家会员，由熟知中国人事

劳务的专业顾问为您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提供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各种疑问咨询、

日常发生的劳务问题的咨询、制作及审核人事劳务

相关文件、收集人事劳务相关信息等。在香港、

华南地区、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为 600

余家会员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热线服务：

•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劳动法规 Q&A
• 人事劳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善后方案的建议等

信息发送：

• 提供薪酬信息 、加薪信息 、福利待遇信息等

• 举办人事劳务相关研讨会

• 定期发送会员杂志、介绍国家最新人事劳务政策、新闻热点

• 提供劳动相关法规的修订信息

• 举办劳务管理基础知识讲座

会员制服务

※我们为加入会员制服务的客户提供单项业务的服务。

代为制作文件及修订、举办说明会：

• 劳动合同和就业规则的制作、修订及审核

• 人事劳务相关文件的制作（合同解除、警告等）

• 各种社内公司规定的制作（出差规定、加班规定等）

• 企业内举办各种说明会（就业规则、劳动合同法等）

单项业务

人事制度

协助薪酬、考核、晋升、升级、等级等人事制度的构建。

采取最有利于实现事业战略的人才管理措施、为实现企业及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协助贵公司构建人事劳务

管理体制、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人事制度。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人才培养

针对企业面临的课题进行课程定制服务。

讲师团队全程参与从课程制定到培训后的效果验证的各个环节。

设有适合企业内不同级别人员参加的原创课程、帮助客户达成培训目的。
为客户提供符合企业组织人事课题的人才培训计划。特点是用丰富的中国
经验、结合中日两国特色制定培训课程。

我们根据课程反馈、学员问卷与企业要求、提供更为有效、迅速的后续服务、

帮助企业营造一个全体员工为达成目标团结一致的企业环境。

Learning Academy
定制服务

特色课程

充实的课程后续服务 能力强化课程

报联商 时间管理 商务礼仪 赴任者

Ability

人事劳务课程

労務基礎 目標設定 評価者

HR&Labour

管理职能强化课程

问题解决领导力

Manager



各个地区的运营体制

010-85172300 

021-23526000

0512-69580058

020-38350377

0755-22218481

852-22810000 

北京：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上海：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广州：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  英创人力资源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香港：  PERSOLKELLY Hong Kong Limited

上海：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深圳：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香港：  PERSOLKELLY Consulting Limited

● 人才中介事业

● 咨询事业

021-23526000

010-85172300

0755-23996500

852-28330192

beijing@persolkelly.com 

client@persolkelly.com

suzhou@persolkelly.com

guangzhou@persolkelly.com

shenzhen@persolkelly.com

info_hk@persolkelly.com

info_cn@persolkelly.com

info_cn@persolkelly.com

infosz@persolkellyconsulting.com

infohk@persolkellyconsulting.com

China(Hong Kong/Taiwan)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Vietnam   India   Australia   New Zea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