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制解决方案满足批量招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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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成长的合作伙伴 
当您要进军新市场，当您希望拓展服务产品，
当您意欲简化公司结构，集中各个职能，您不
仅需要相关领域专家，更需要一个熟知您企业
业务、了解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行家。 

您需要 PAGE OUTSOURCING
我们深知在开拓新市场、树立雇主品牌形象、
为拓展服务产品而招聘人才，以及快速升级现
有商业模式或采用全新商业模式时，您可能面
临的各种难题。40余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助
力客户实现企业发展，推动企业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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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专业人才

具备资质的专业人才

高级管理
人才搜寻

人事专员 

Page Outsourcing将依托PageGroup旗下各个品牌的力量，为您的企业提供所需服务。在40余年招聘工作中，我们累积了全面的知
识、体系和专长，拥有6,000名遍及全球的招聘顾问，您只需与一名专为您服务的资源合作伙伴沟通，即可满足所有需求。您的
Page Outsourcing和RPO项目主管将以最高效的速度，为您提供我们的最佳资源。 

• 精通25个行业及职能领域的专业知识，在36个国家/地区
设有140个办事处  

• 各级岗位招聘服务 

• 规模巨大的国际数据库 

• 多种人才搜索

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三项业务都配有专业的人才和团队，用以提供不同领域的专业经验和工作。 

Page Executive
PageGroup旗下的高管人才搜寻部门，致 
力于为需要吸引和留住领导人才的机构 
提供一系列人才搜寻、筛选和管理方案。
我们专注于董事会及分管董事会的岗位
招聘。  

Michael Page
Michael Page是PageGroup旗下首个品牌， 
涵盖25大专业部门，每个部门都面向某 
一特定市场领域提供服务。Michael Page 

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运营，
为客户招聘全职、约聘和临时职位。  

Page Personnel
Page Personnel为需要招聘长期、临时或 
合同雇员的机构提供专业招聘服务，涵 
盖技术与行政支持、专业文职、初级文 
职和初级管理岗位。

您资源整合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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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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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外包
您选择将招聘流程的哪些部分移交给我们

有时，招聘流程中可能只有某一方面需要支持。通过流程外包，我们
管理您的资源并满足已确定的指标，然后交还给您的人力资源团队。
这可能需要我们负责部分招聘流程，在人力资源部门和求职者之间沟
通，或者甚至与您的内部人力资源工具整合。我们可以提供广泛的附
加招聘服务，包括：

市场地图  •  简历筛选  •  心理测试  •  评估中心

项目外包
我们为您的特定项目或所需的招聘数量提供服务

我们负责满足您公司某些关键领域的招聘周期需求。这是我们最灵
活的服务，完全根据您的关键业务目标进行定制。这些项目期限短
且具有针对性，突出了我们可以提供的人才深度，以满足您的项目
目标。 
 
调动  •  并购  •  组织设计  •  业务转型  •  系统整合  •  进入新市场

服务外包
我们满足招聘职能部门的所有要求

Page Outsourcing将管理您各个业务领域的人才招募部门。我们充分利
用旗下三大品牌的覆盖范围和能力，在亚太地区超过20个市场招聘
25个专业领域的人才。

我们认识到，企业无论规模和成熟度如何，都可能经历重大变革，原因多种多样，
例如开展初创工作，建设或扩建共享服务中心，进入新市场（包括新建办事处或工
厂），拓展业务、重组和上市，或仅仅是应对营商条件或环境的变化。

我们提供适用于各种行业的模式，凭借以下解决方案支持初创企业、中小企业、 
跨国企业、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等各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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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成熟 
合作伙伴
•  40余年招聘经验 

•  6,000名专业招聘顾问

•  全球业务网络遍布36个国家/地区， 
 开设140个办事处 
 
 

 

各级岗位招聘服务
•  三大强劲品牌为您效力，巧妙 

 运用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

•  招聘各级岗位、产业、行业和 
 工作类型

创新的招聘技术
•  灵活的职位空缺管理体系

•  视频面试/线上筛选

•  技能匹配和洞见

多种招聘策略
•  您的品牌大使

•  强大的人才识别策略，借助社交 
 媒体、招聘网站、目标搜索和区域、 
 全球数据库

 
 

定制策略
•  制定全新的项目计划；针对您的 

 需求和目标，设定工作时间表、 
 交付日期和完善的报告责任制。

•  我们的优秀业绩记录和对定制解决 
 方案的承诺证明，我们有效地运用 
 了专业知识；我们知道，没有一劳 
 永逸的方法

结果导向的透明 
价格机制
•  无“隐性成本”

•  公平且注重质量的价格

•  灵活的成本模型，针对您的需求 
 独家定制，且与实现目标相挂钩。

专门的客户管理/ 
支持
•  为您的任务分配一名项目领导及相关  

 资源以实现如期交付，满足您的目标 

•  甄选流程开始，我们为您组建团队以  
 满足公司和项目需求

•  可根据客户的发展需求扩大招聘服 
 务规模  
 
 
 
 
 

雇主品牌开发
•  在流程的各个阶段有效推动并阐述  

 您的品牌 

 
全球覆盖
•  多国数据库 

•  国际搜索和招聘能力

•  真正的当地专业知识

 

PAGE OUTSOURCING 
如何缔造喜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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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Page Outsourcing专家都经过PageGroup特有的专业培训，在招聘方面的专长享誉亚太乃至全球。

为您服务的Page Outsourcing团队由以下人员组成： 

本地项目主管：
资质高，经验丰富，履历出色——这是Page Outsourcing为您安排的总接洽人。这些主管均为高级业务领导或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资源控制，确保圆满实现您的目标。 

专门的招聘团队:
您可灵活选择是否用我们的招聘专员来代表您的雇主品牌形象。我们的招聘专员可确保候选人契合您的企业价值观。招聘
专员将策略性地同时关注线上线下两大渠道，因而他们是根据您的岗位要求进行深度筛选的第一道程序。  

本地项目顾问:
这些顾问是精通相关领域的专家，熟知招聘和筛选技巧。他们凭借自身经验、专长和以往服务案例，为您提供高品质的特
定职能岗位候选人，在项目主管与招聘团队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您的专家团队  
YOUR TEAM OF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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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需求 
您的招聘经理和专门的Page Outsourcing团队合作
制定对空缺职位的要求。然后，我们的团队撰
写并检查描述，并且始终关注雇主品牌。

构思和制定计划 
这是您的工作框架——定义招聘流程、责任、 

里程碑及汇报指标的计划。项目计划是根据您的
需求定制的协作文档。

求职者筛选 
我们将招聘范围和曝光度扩大到所有人才招

聘渠道：PageGroup内部数据库和网络、招聘网
站、PageGroup网站和我们的创新社交媒体渠道。
利用人才库中的现有关系，通过顾问和我们的招

聘团队建立联系。

入职辅导及首要步骤 
在整个流程中对求职者进行辅导，实现高质量 
招聘方法。在需要时全力支持您的关键利益相 
关者，确保他们的经验超出预期。我们还将为 

新入职的员工提供全面的入职指导。

战略方法
海量招聘面临重大挑战，如求职者甄选方法、对求职
者综合能力与形象的期望。我们挖掘您对目标和公司
的认识，协助创建这些形象，以便我们预测所有问题
并相应调整方法。

筛选和背景调查 
您的招聘团队对岗位和公司形象执行初始验证，并完
成背景调查。您的项目顾问负责评估求职者的素质，
执行最终验证。然后，合格的求职者进入内部流程，
同时我们会对不合适的求职者进行跟进。

广泛汇报 
项目启动时，进行每周和每月汇报，跟踪关键绩效指
标，具体要求由您决定。从质量、雇主品牌和体验方
面跟踪求职者对流程的看法，完成满意度调查。

 

我们的项目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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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Outsourcing是我们在中国构建日渐壮大的团队过程中的宝贵合作伙伴。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客户经理， 
由他管理 Page Outsourcing的一支跨部门顾问团队，确保我们的招聘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为我们提供市场上 
最优质的人才。Page Outsourcing真正以合作的态度行事，提供关键市场洞见，并耐心了解我们的业务。”

Chubb（前身是 Ace Group）商业合作伙伴EMEA招聘公司Pritesh Modhvadia

“在过去一年里，Page Outsourcing与我们密切合作，支持我们的英国战略，专注于提高生产率和卓越性，显著
推动业务增长。Page Outsourcing超出我们的期望，提出量身定制的招聘解决方案，并以经济高效、省时迅速 
的方式交付招聘项目。Page Outsourcing已成为重要合作伙伴，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他们的服务。”

Berendsen 集团人力资源总监 Gillian Duggan

专门的支持

多种招聘策略

“由于组建新团队、招聘各级岗位十分复杂，涉及大量招聘工作，而且四个不同职位描述的岗位概况最后期限
迫在眉睫，Page Outsourcing提议对所有申请者进行预先筛选，然后再进行现场面试。”

Barclays Corporate首席财务官

定制策略

“12个月前，Page Outsourcing被指定为我们的专属国际合作伙伴，负责长期招聘。在这段时间，Edgewell作为 
组织经历了巨大转型，尤其是我们的人才管理和招聘策略。Page Outsourcing能够快速了解我们的文化和要
求，不仅为人才招聘提供关键支持，还针对全球不同市场提供实用洞见。Page Outsourcing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对Edgewell而言，他们应对全球各个工作类别的能力十分宝贵。”

人才招聘高级经理Suneeta Dohil

值得信赖的国际合作伙伴



联系我们 

澳大利亚
悉尼、查茨伍德、帕拉玛塔、堪培拉、 
墨尔本、威勒斯山、布里斯班、珀斯班班班班
enquiries@pagepersonnel.com.au
enquiries@michaelpage.com.au
www.pagepersonnel.com.au 
www.michaelpage.com.au 

新西兰
奥克兰 
enquiries@michaelpage.co.nz 
www.michaelpage.co.nz 
 
中国香港 
香港岛和九龙 
enquiries@pagepersonnel.com.hk
enquiries@michaelpage.com.hk
www.pagepersonnel.com.hk
www.michaelpage.com.hk

中国大陆
北京、成都、广州、上海、深圳、苏州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www.michaelpage.com.cn 
 

中国台湾
台北
enquiries@michaelpage.com.tw 
www.michaelpage.com.tw 
 
日本 
东京 
enquiries@michaelpage.co.jp 
www.michaelpage.co.jp

新加坡
enquiries@pagepersonnel.com.sg
enquiries@michaelpage.com.sg
www.pagepersonnel.com.sg
www.michaelpage.com.sg 
 

马来西亚 
吉隆坡 
enquiries@michaelpage.com.my 
www.michaelpage.com.my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enquiries@michaelpage.co.id 
www.michaelpage.co.id 
 
印度 
孟买、德里 
enquiries@michaelpage.co.in 
www.michaelpage.co.in 
 
泰国 
曼谷 
enquiries@michaelpage.co.th  
www.michaelpage.co.th 

亚洲其他地区
服务于东盟地区，包括 
菲律宾、越南和缅甸 
enquiries@michaelpage.com.my 
www.michaelpage.com.my

如需咨询，请联系：

我们的分布：

Billy Chan
Regional Director
billychan@michaelpage.com.cn
+86 20 2338 5715

Jacqueline Qin
Director
jacquelineqin@michaelpage.com.cn
+86 21 6035 3440

隶属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