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亚太地区的招聘合作伙伴

致力于为您的企业推荐最优秀的
人才

12,000+
岗位入职*

8,000+

临时和灵活用工
岗位入职*

2019年，PageGroup在亚太地区每天为50名求职者找到心仪工作，
给超过20,000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积极变化。

我们在亚太地区拥有最广泛、最准确的求职者数据库，具有无可比拟的全球人才搜寻能力。我们的招聘顾问是在各个领域
拥有真材实料的业务专家。
我们提倡团队协作，鼓励招聘顾问关注发展长期业务关系，而非一次性的佣金。

我们为您提供的服务包括：
求职者搜寻

我们的员工

我们拥有规模庞大、涵盖范围广泛的
求职者数据库，在亚太地区拥有超过
200 万注册求职者，从而使我们具有真
正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搜索能力。同
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合作伙伴不断增
长的数据库，触及数百万求职者，辅助
进行搜寻人才。

我们在各区域实行自然晋升机制，并
为招聘顾问打造专业的职 业发展计
划。PageGroup的总监和高级管理团
队积累了超过 600 年的管理经验。

社交媒体

透明的价格
没有隐性成本，我们的顾问致力于提
供高效优质服务。我们专注于达成招
聘结果，而不仅仅是传递简历。

多样且灵活的人才搜寻
计划
我们实行全面的人才搜寻战略，积极
运用市场领先的数据库、有针对性的
搜索方式、社交媒体及电子媒体、多年
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资源，以及以结
果为导向的招聘专家等工具。

根据不同市场量身定制领先的解决方
案。我们被领英票选为全球最具社交
能力的招聘公司。

* 2020年亚太区定岗数量

深谙本土市场、经验丰富且领悟力极
强的全球化业务团队

20+
城市

14

市场
澳大利亚 • 中国大陆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中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泰国 • 印度尼西亚 • 日本 • 印度 • 越南 • 菲律宾

您的区域招聘合作伙伴

您可以信赖的可靠品质

40 多年来，PageGroup 基于全球平台
培养区域专家，为您的企业提供最佳
的招聘解决方案。

在亚太地区，我们的专业招聘顾问由
稳定的高级管理团队提供支持，确保
我们在各个地区都能为您的企业提供
始终如一的服务。

我们了解当地的商业环境和经济，能
够提供优质的服务，这让我们引以为
傲。我们根据您的企业需求提供专业
招聘解决方案，根据顾问的技能、资历
和实用的行业知识，培养致力于特定
工作和行业的专业顾问。

我们区域管理团队的每一 位 成员在
PageGroup平均拥有平均 15 年以上的
工作经验，并对商业和地域有着深入的
了解，可为招聘合作伙伴创造可观的附
加价值。

1,500+
顾问

您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服务
范围
40 多年来，通过遍布各区域和全球的
办事处，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全球最优
秀的雇主搜寻到最有发展前景的专业
人士。我们拥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能
够打破地域或业务部门的界限来进行
思考并采取行动，并充分利用对当地
形势、文化状况和语言技能的深入了
解，创造真正的价值。
让我们运用强大的全球和区域资源的
影响力，帮助您实现目标。

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影响数千名求职者和数百家公司，
因此我们非常重视这样的机会和责任。

打造真正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
真正的作用
旗下涵盖四大国际公认知名品牌：Page Executive、Michael Page、
Page Personnel 和 Page Outsourcing。

高管人才
搜寻
合格专业人才

文职专业人才

通才员工

Page Executive

Michael Page

Page Executive 是PageGroup旗下的高管招聘业务，为需
要吸引和招聘领导人才的企业提供一系列搜寻和招聘解决
方案。该业务由经验丰富的董事和总经理管理，进行区域
性招聘。

Michael Page 是 PageGroup 的初创品牌，通常是我们入
驻一个新国家后成立的首个业务部门。Michael Page 由优
秀的专业招聘顾问和管理团队运营，为客户招聘长期员
工、短期员工、灵活用工人员或临时工。

Page Personnel

Page Outsourcing

Page Personnel 为需要专业文员和初级管理人员的机构
提供专业招聘服务。为技术和管理岗位招聘长期员工、短
期员工或灵活用工人员。

Page Outsourcing 提供灵活的招聘外包解决方案，可根据
不同行业的独特招聘需求轻松调整。我们专注于大规模招
聘、短期项目招聘，并可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专业支持。

我们注重品质、专长和专业知识，并以此为荣。
亚太区域域董事总经理, 全球执行董事会董事 Anthony Thompson

在亚太市场获得了市场领先地位
• Michael Page 在中国（北
京和上海）、日本和新西
兰开展业务
• Page Personnel 在澳大利
亚和中国香港开展业务

1980-90s

Michael Page 在马
来西亚和印度开
展业务

2000s

• Michael Page 在
中国台湾和苏
州开展业务
• Page Executive
在亚洲开展业
务

• Page Personnel
在新加坡开展
业务
• 在中国
（广州）开设
新的办事处

2018

2014

2011

• 在澳大利亚开展
蓝领业务
• 在菲律宾开设办
事处
• 荣获澳大利亚
Diversity Award

• 领英上社交媒体
参与度最高的招
聘公司
• 荣膺中国招聘奖

2016

2012

2010

• 在澳大利亚开设
第一家办事处
• 先后在中国香港
（1995 年）和新加
坡（1996 年）开设
第一家办事处

• 获得 10 余个国家和国
际奖项，并获得了优秀雇
主的评价
• 在印度尼西亚开设新的
办事处

2017

• Michael Page 在泰
国开展业务
• 荣获“国际招聘大
奖（RI Award）中
国区年度最佳国际
招聘公司”

2020

• Michael Page 在越南
（胡志明市）和中国
（成都）开设办事处
• Page Contracting 在中
国开展业务
• 荣膺日本和中国招
聘奖

专业领域
国家和地区

印度
澳大 中国 香港
马来 菲律 新加 台湾
尼西 印度 日本
泰国 越南
利亚 大陆 地区
西亚 宾
坡 地区
亚

客户服务



数字



教育










工程与制造





财务与会计





金融服务





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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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采购与供应链

























房地产与建筑业















零售与采购







销售







办公室行政与助理









共享服务





















信息技术



临时及灵活用工人员














































为您的企业打造专属的灵活招聘方案
帮助您招揽顶尖人才，促进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业务发展。

招聘临时员工和灵活用工人员
出于种种原因，您的企业可能需要灵活的或是临时的人员配置解决方案。我们在多个国家提供灵活用工服务，无论是某个
项目需要灵活用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企业存在员工短缺的情况，还是为了提升某一专业领域的专业水平，我们都能
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我们丰富的人才库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不同项目时都能快速开展工作，，从而保证我们在与雇主和求职
者合作时，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工作都能找到合适人选。我们的专业招聘团队随时准备解答您的疑问，并指导您完成招聘流
程。我们深知，我们越早为您招聘到优秀人才，他们就可以越早为您做出重大贡献。

灵活多样，且成本效益高

临时高管、专业人士和支
持人员

为短期、中期和长期岗位
招聘需求制定快速解决
方案

Page Outsourcing
我们认识到，企业无论规模如何，成熟度如何，都可能要经历重大变革。原因非常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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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式并支持各类企业。

配备总负责人和专门的
招聘团队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
务，包含简单明了的定
价方案，绝无隐性收
费

以专一的服务实现快速
定岗，提高人员安置效
率

我们曾成功解决所有主要行业出现的大量人才吸纳难题，孜孜不倦地推
动客户企业取得卓越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在支持和服务交付工作
中时刻秉承的专一态度。

我们如何为您招聘最优秀的人才

搜索引擎

电子邮件
工作提醒

的人
知
熟

高端招
聘广
告

我们不仅具备市场领先的数据库和国际搜索能力，还提供求职者职位
搜寻解决方案，针对主动和被动求职者推出了一系列线上及线下招聘渠
道。

招聘网站

PageGroup
数据库

媒体招聘启事

候选人名单

PageGroup
网站

专业筛选和甄选
流程

职业建议

社交媒体

目标搜索
市场调研

被动求职者
规模巨大的国际数据库

数字化

为了确保只将最合适的专业人才提交
给我们的客户，求职者只有经过招聘顾
问面试和筛选后才会在数据库注册。
所有信息都会实时更新，以确保准确
性。

我们将确保通过各招聘渠道，为您公
司的招聘需求获取 最大的线 上曝光
度，协助您找到合适的人才，并展示您
的雇主品牌。我们建立了专门的内部数
字专家团队进行优化和管理工作，同
时每年在亚太地区进行大量投资，用
于线上招聘广告、网站开发、搜索引擎
和内容营销事宜，以确保我们在线上
市场始终占据领导地位。

招聘广告
我们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招聘广告商之
一，能够占据优质媒体的显著位置，从
而确保为您实现最佳效果。

国际招聘
全球范围内，配备专门的国际招聘团
队的公司屈指可数，而我们是其中之
一。

社交媒体
我们是领英上社交媒体参与度最高的
招聘公司，拥有超过110万粉丝。我们
还与微信、微博、Facebook 、Google+
、
Twitter、YouTube 以及一些地区性社
交媒体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人脉和举荐
经过 40 年的经营，我们已经建立了强
大的求职者和联系人网络。每一位招
聘顾问还有其各自的联系人网络，他
们可从中寻求引荐，为您寻找到最合适
的优秀人才。

市场测绘和目标搜寻
针对不同招聘需求，尤其是高级职位
或特殊职位需求，我们的内部研究团
队和经验丰富的高级顾问人员将从本
地、区域和全球市场为客户寻找最合
适的人才。

联系我们
澳大利亚

悉尼、查茨伍德、帕拉玛塔、堪培拉、墨尔本、
格伦威弗利、布里斯班、珀斯
enquiries@pagepersonnel.com.au
enquiries@michaelpage.com.au
www.pagepersonnel.com.au
www.michaelpage.com.au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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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香港地区

香港岛和九龙
enquiries@pagepersonnel.com.hk
enquiries@michaelpage.com.hk
www.pagepersonnel.com.hk
www.michaelpage.com.hk

中国台湾地区
台北
enquiries@michaelpage.com.tw
www.michaelpage.com.tw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enquiries@michaelpage.co.id
www.michaelpage.co.id

印度

马来西亚

吉隆坡
enquiries@michaelpage.com.my
www.michaelpage.com.my

菲律宾

马尼拉
enquiries@michaelpage.com.ph
www.michaelpage.com.ph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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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

曼谷
enquiries@michaelpage.co.th
www.michaelpage.co.th

越南

胡志明市
vnenquiries@michaelpage.com.vn
www.michaelpage.com.vn

亚洲其他地区

服务于东盟地区，包括和缅甸
enquiries@michaelpage.com.my
www.michaelpage.com.my

孟买、德里、班加罗尔
enquiries@michaelpage.co.in
www.michaelpage.co.in

日本

16613

东京
enquiries@michaelpage.co.jp
www.michaelpage.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