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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招聘解决⽅方案 

帮助区域互联⽹网企业搭建招聘平台 

提供完整的配套培训服务体系 

让企业成为区域招聘⾏行行业的领先品牌

多云招聘产品说明

南京灵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不不⼀一样的UI
UI ADVANTAGE



企业招聘全流程管理理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招聘职位 简历管理理 在线聊天 邀请⾯面试

企业即缺即招，[置顶功

能]可让招聘信息“C位出

道”，招聘再也不不缺求职

者！「⾃自动刷新」功能让

职位定时⾃自动刷新，招聘

再也不不要费时费⼒力力！

企业按需归类备注简历，

分分钟完成简历筛选，也

可以直接在简历中⼼心搜索

简历，招⼈人找简历，SO 

EASY！

企业与求职者畅所欲⾔言，

打破种种障碍，让企业迅

速了了解求职者，想招什什么

样的⼈人，企业说了了算！想

找什什么样的⼯工作，求职者

⾃自⼰己挑！

求职者符合条件是，企业

⼀一键发送⾯面试短信，告别

电话联系的尴尬，解放

HR，⽅方便便快捷！



企业中台
ENTERPRISE PLATFORM

对职位，信息⽅方便便快捷的管理理， 海海量量求职信息应有尽有，⾃自

动匹配岗位简历，把优质的简历展示在你⾯面前。


随时查看企业⾯面试邀约通知，⼀一键发起⾯面试邀约，⼤大⼤大降低

企业的⼈人⼒力力成本，同城兼职、发布更更便便捷，时⻓长、区域、薪

资、结算⽅方式⼀一⽬目了了然。



求职者中台
JOB SEEKERS

简历在线管理理，可以快捷查看简历基本信息。进⾏行行刷新、预

览等基本操作，实时掌握⾯面试时间，喜欢的岗位⼀一键投递，

订阅感兴趣的企业和岗位，企业微信⾃自动推送优质岗位，提

升简历成交时间。


⽤用户可以⼿手动刷新简历，让简历可以在简历库最容易易被企业

搜索到。



求职者快速找到理理想⼯工作
JOB SEEKERS QUICKLY FIND THEIR IDEAL JOB

个⼈人简历管理理

求职者可通过「简历刷新」功能让简历排在简历

库前端，增加曝光，让企业优先看到您的简历。

职位精确定位
通过分类、检索、筛选等功能精确定位个⼈人需

求，让求职者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在线聊天

求职者跟企业直接沟通，更更快更更全⾯面的了了解企

业，想知道什什么，直接问！



智能提醒
INTELLIGENT REMINDER

MAGAPP推送消息，服务号模板消息通知、短信通知，随时随地不不错过

• 企业信息审核、会员开通、求职者投递简
历及在线聊未读。消息等各种重要信息即
时提醒 

• 求职者订阅职位、企业查看简历、在线
聊未读消息等提醒，随时随时不不错过



后台管理理系统
BACKGROUND MANAGEMENT SYSTEM

多维度数据统计

企业、职位、求职者、简历库等多维度数据全局分

析与可视化呈现，可快速针对性优化营销⽅方案

平台内容数据管理理

账号管理理、职位管理理、简历管理理及投递信息管理理可

及时了了解平台⽤用户状态

站点及系统功能配置

针对整个平台各种模板功能及初始数据⾃自定义配

置，可根据⾃自身运营条件进⾏行行设置



企业微信
ENTERPRISE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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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升级企业微信，促进客户转化成交，提供各项精细化运

营所需的⼯工具 

• SOP标准化推送流程制定推送规则，系统⾃自动提醒群主执⾏行行

规则发送消息，有效触达客户

• 连接微信，提⾼高回复速度可与微信号沟通，且企业微信提供

了了快捷回复、群⾃自动回复等功能，帮助员⼯工⾼高效回复客户



客勤勤中⼼心
FINANCIAL MANAGEMENT

运营者的快捷⼩小助⼿手，直观展示平台注册⽤用户的基本数

据，线上拨打电话沟通求职情况⽅方便便快捷，实时记录客户

跟进信息，可随时掌握⽤用户的活跃时间，了了解客户的求职

需求和查看⽤用户⾏行行为记录，为⽤用户推荐精准的优质岗位


多维度筛选⽤用户，为运营⼈人员提供不不同场景的活⻚页⽤用户，

提供提⾼高⼯工作效率，为⽤用户带来更更好的服务体验。




CRM管理理系统
CRM MANAGEMENT SYSTEM

销售的“笔记本”，链接销售和客户的桥梁梁，同步管理理系统数

据，实时记录客户跟进情况，直观了了解客户问题；


从繁杂的资料料⼯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销售⼯工作，提⾼高⽣生产

⼒力力，提升⼯工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财务管理理
FINANCIAL MANAGEMENT

财务看板详尽的财务数据统计分析，让站点即时了了解财务情

况，针对性调整站点策略略；


开通会员、会员套餐、订单管理理等功能，可查看财务相关记

录以及消费记录，实现财务的清晰透明！



在线聊
ONLINE CHAT

企业与求职者想聊就聊，打破种种隔阂不不在仅限于电话沟

通，让企业迅速了了解求职者，想招什什什什么样的⼈人，企业⾃自⼰己

做主；


想找什什么样的⼯工作，选择什什么样的企业 ，求职者⾃自⼰己挑，我

的⼯工作我做主。



⽹网络招聘会
ONLINE JOB FAIR

省去线下活动筹备和场地选取的成本，利利⽤用⽹网络的便便捷，可

以快速触发招聘热点，形成⼀一定裂变和曝光；


让企业和求职者之间有⼀一个更更便便捷⽅方式，求职者可以在线选

择⼼心仪的岗位或者企业⼀一键投递，不不⽤用线下奔波，更更符合⼤大

环境的需求，⽹网络招聘会也可以展示更更多的企业，不不需要有

太多的限制，求职者和企业的选择都更更多，可以双赢!



线下招聘会
OFFLINE JOB FAIR

招聘会展位及费⽤用⾃自由管理理，展位分区灵活，⽀支持会员套餐

招聘会券及虚拟币⽀支付⽅方式；


⾃自动⽣生成前台招聘会⻚页⾯面，⽅方便便运营推⼴广，企业直接在线报

名，在线抢购展位，简单便便捷。



场景⼆二维码
SCENE QR CODE

⼀一键将职位、企业、专题等内容⽣生成H5或⼩小程序场景⼆二维

码，运营推⼴广直接使⽤用⼆二维码，引流⽅方便便快捷；可进⾏行行流量量

监测，了了解该职位实时的关注热度，流量量引导再也不不是难

题！



公众号推⽂文助⼿手
OFFICIAL ACCOUNT ASSISTANT

帮助微信公众账号推⼴广⽂文编辑，可设置出公众账号的推⽂文样

式，直接搜索出企业、岗位信息放⼊入推⼴广⽂文中，⽀支持多种跳

转形式，⽀支持样式预览，信息⼀一键复制。



社群推⽂文助⼿手
SOCIAL TWEET ASSISTANT

社群推⽂文模板⾃自定义:企业、职位、薪资、福利利、⽹网站推⼴广等

内容完全⾃自由设置，⾃自定义推⽂文内容;直接按需⽣生成推⽂文，内

容⼀一键复制。



数据统计 
OFFICIAL ACCOUNT ASSISTANT

全⽅方位数据统计，将企业、职位、求职者、简

历库、投递数、活跃度等多种数据进⾏行行统计


实现全局分析与可视化呈现


可快速针对性优化客户⽅方案



数据⼤大屏
SOCIAL TWEET ASSISTANT

运营数据⼤大屏包含企业和求职者信息，将新增简历数、企

业数、学历、⼯工作经验统计等业务的多维度


数据以图表形式展现，本地⼈人才和企业数据⼀一⽬目了了然，对

外宣传⽀支持虚拟数字


销售数据⼤大屏实时展示销售基本数据，成交排⾏行行榜，订单

实时数据，实现销售激励和运营数据参考




机器器⼈人群发助⼿手 
SOCIAL TWEET ASSISTANT

⾃自动化运营利利器器，助⼒力力⼈人效升级


⾃自动推送岗位到求职者社群，⽆无需⼈人⼯工推送，以更更⼩小的⼈人⼒力力

成本，为求职者实现更更⾼高效的⼼心仪岗位匹配 

运营再也不不⽤用担⼼心⾮非⼯工作⽇日和下班以后的岗位推送，机器器⼈人

⼀一键托管，安全稳定不不掉线



呼叫系统 
OFFICIAL ACCOUNT ASSISTANT

更更稳定、更更⾼高效的智能电销系统，实现外呼系统与CRM

管理理⽆无缝对接，全⾯面提升销售⼯工作效率和完整的电销⾏行行

业解决⽅方案、提⾼高客户满意度 

集成点击呼叫接⼝口，点击号码即可实现外呼，⽆无需⼿手动

输⼊入，根据话单记录，调⽤用接⼝口在线播放录⾳音随时监控

销售话术。


同时为企业客户提供优质的线路路资源平台稳定、通话清

晰、不不占线、不不漏漏接， 不不封号 



直播
SOCIAL TWEET ASSISTANT

全渠道引流，品牌推⼴广，直播互动，⽀支持多种设备，⾼高效传

播加速岗位曝光转化，配合线下招聘会，打造线上线下⼀一体

化招聘直播闭环


直播间与招聘系统全⾯面打通，实时展示当前直播企业和岗

位，求职者可⼀一键投递；运营⼈人员可以通过直播助⼿手查看直

播实时数据对平台的互动进⾏行行在线管控



裂变系统 
OFFICIAL ACCOUNT ASSISTANT

红包裂变是作为招聘平台获取新⽤用户的裂变⼯工具之⼀一，

可以通过邀请好友助⼒力力添加企微好友，获取红包的暴暴⼒力力

拉新⼿手段为企业迅速裂变获取更更多优质客户。


⾼高级防封⽀支持指定区域⽤用户参与，⾸首拆红包需进⾏行行真⼈人

验证，有效防⽌止机器器⼈人刷红包，增加活动⾼高级防刷功

能，多个拉⿊黑条件可以有效防⽌止被盗刷减少损失；



⽀支持分站运营 

SUPPORT SUB STATION OPERATION 

企业CRM可按照分区域分销售管理理，⽤用户简历⽀支持多站

点通⽤用，⽤用户同帐号登录各分站，适⽤用于周边多城市联

合运营。 



合同和发票系统 
CONTRACT AND INVOICE SYSTEM

⽀支持线上开具合同和审核合同的流程，⽀支持关联CRM客 

户，权限细分，操作记录清晰可查。 



隐私号 

PRIVACY NUMBER

根据平台的运营策略略，开通隐私号功能；在为企业

和求职者⽤用户提供语⾳音呼⼊入呼出功能的同时，对⽤用

户本机号码进⾏行行隐藏保护，隔离企业/求职者⽤用户的

真实信息，有效防⽌止信息泄露露和⽣生活⼯工作被打扰； 

⽀支持通过后台查看号码隐私的保护效果，包括⽤用户

的总通话时⻓长和历史隐私号保护记录和呼叫记录等

等，辅助运营者查看平台电话数据趋势。 



招聘专题 

RECRUITITMENT TOPICS

⽀支持按照职位筛选条件、企业以及⼿手动添加聚合职位，

满⾜足需要按分类（企业）集中推荐特定职位的场景； 

专题的应⽤用场景： 

可⽤用于企微侧边栏，⽀支持专题⼩小程序卡⽚片推荐。⽐比如为

求职者推荐：⽂文职专场、普通专场或者会员专场专题，

运营⽆无需打开⼩小程序去筛选，再将结果转发给⽤用户了了！ 



企业中⼼心管理理 

ENTERPRISE CENTER MANAGEMENT

企业中⼼心整合职位管理理、简历管理理2⼤大场景。职位管理理包括发

布职位、刷新职位、置顶职位和急聘职位；简历管理理包括收

到的简历、看过的简历、收藏的简历和下载过的简历，分类

细化，⼤大⼤大降低企业的⼈人⼒力力成本与招聘效率。 

⽀支持会员套餐直接展示，提升购买套餐的转化率。 



企微赋能 

ENTERPRISE MICRO EMPOWERMENT

对每个⽤用户⽣生成的⽤用户画像、⾏行行为记录，和企业相关（员

⼯工好友关系、所在社群）、和招聘业务相关（注册登录、

浏览投递、简历信息等），在企微⼯工作台直观的呈现给

运营者，对⽤用户多⼀一些了了解，做到更更精细化的服务，更更

⾼高效的沟通和求职招聘服务； 

再针对⽤用户的⾏行行为、标签和画像，设计系统任务，⽐比如

通过SOP任务定期为求职者推送和他相匹配的岗位。让

企微员⼯工帐号能同时具备类似微信服务号的能⼒力力，提升

我们的服务能⼒力力与效率。 



多平台展现
MULTI PLATFORM DISPLAY

⼀一键将职位、企业、专题等内容⽣生成H5或⼩小程序场景⼆二维码，运营推⼴广直接使⽤用⼆二

维码，引流⽅方便便快捷；可进⾏行行流量量监测，了了解该职位实时的关注热度，流量量引导再

也不不是难题！

PC⽹网站 ⽀支付宝微信⼩小程序 抖⾳音 H5

PC⽹网站

H5
微信⼩小程序

抖⾳音
⽀支付宝



全⽅方位⼼心贴⼼心服务，24⼩小时运维服务+运营辅导

24⼩小时运维服务

多维度统计平台数据 

运营效果时时把控

⼀一对⼀一服务群

客户专属VIP服务群 

运维专员为您服务

运营指导

全年年优秀运营案例例输出 

⼀一对⼀一运营指导

多云教研室

线上课 

结识更更多优秀从业者



招聘运营培训体系
RECRUITMENT OPERATION TRAINING SYSTEM

T萨达

调研表提交：了了解招聘⾏行行业环境，站点框架搭建。

直播复盘课：站点业务开展2-3⽉月后，根据站点运营数据进⾏行行分析，帮助站点解答实际运营中

                      碰到的疑惑，解决站点碰到的实际操作问题。

运营培训课程：运营及客服⼈人员⼯工作内容讲解。

销售培训课程：销售⼈人员⽇日常⼯工作安排及技巧培训。

站点启动课程：指导站点如何运⽤用产品功能从零开始启动。

产品功能培训：帮助站点快速了了解产品功能。

调研表提交 产品功能培训 站点启动课程 销售培训课程 运营培训课程 ⼀一对⼀一直视频复盘



THANK YOU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