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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ome萃德书院

@七宝德必易园

 6月15日，七宝德必易园联合园区企业樊登读书会（上海分会）举办“全名阅

读，书香上海”大型线下回馈书友活动。央视主持人樊登亲临现场，为园区内外

书友现场解读经典书籍，并分享他快速阅读，高效总结书中要点的秘诀。2016年

至今，七宝德必易园通过链接各类社群组织15个，成功举办社群活动24场，举办

活动主题包括创业、互联网、科技、文学艺术多方面，涵盖白领工作至生活的各

方面。

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为“一带一路”

下的中意合作续写新篇章

 6月3日，中国德丰利达集团与意大利创新绿色设计集团

IGD，在由德必承建的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

伦萨基地，就合作开发高级健康旅游公园和生态度假村等项

目签署合作协议，为“一带一路”中意合作续写新篇章。

     半年多来，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

地始终致力于为与会的两国优秀企业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

努力推动双方企业接洽、商谈，让“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

实际落实到项目中去，助力中意两国双赢发展。此次商业合

作协议的签署，是中心在践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过程

中，取得又一丰硕“成果”。

@德必环东华WE

@大宁德必易园

 近日，由上海设计之都活动周组委会指导，德必集团、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

尚创意学院以及Axé拉美非文化中心联合主办Axé Afrolatino时尚舞蹈艺术活动在

德必环东华WE成功举办，园区内外的舞蹈爱好者一起分享对舞蹈的理解与态度。

本次活动，德必联合多方资源，为园区内外舞蹈爱好者们搭建起一个时尚舞蹈展

示与交流的平台。据悉德必各园区正如火如荼地组织开展针对不同人群、丰富多

彩的各类社群活动，为园区企业与白领提供多元化的社群服务。

德必WE开幕 
与共创伙伴携手点亮“WE for Love”

 5月27日，为庆祝德必静安WE与德必外滩WE正式对外开幕，以及WE品牌成立一周年，德必外滩WE举行了盛大的开

幕活动，WE与共创伙伴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时刻。

 德必WE品牌代表着“国际、领军、相爱”，一年间WE结交了众多共创伙伴：来自瑞典的世界著名家用厨房和餐饮设

备供应商Franke、全球联合办公鼻祖WeWork、丹麦著名家饰设计师品牌HAY、全球最大买手电商Farfetch、意大利顶级

奢侈时尚精品店LuisaViaRoma以及高端男装定制Master Tailor等。

 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为活动致开幕辞，感谢所有为WE的呈现付出努力的伙伴。活动中，上海市黄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张杰，王宝和大酒店董事长张积福，Franke亚洲市场经理Tyler Tao、Charlotte FIvez，Senab上海总经理Eric 

Lu，Master Tailor运营总监黄海群，FunWork招商运营总监崔付华，穆驰创始人靳英利，金淞联合创始人陈硕、高艳，

G-Star大中华区及韩国总经理Rachel Jiang等WE的共创伙伴与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共同点亮——WE for Love。

 “WE for Love”，既是WE的slogan，也是WE的核心价值观，更是WE未来的宗旨，是服务的核心。如今，WE已正

式呈现，未来，WE仍将继续与共创伙伴们一起探索未来办公方式。

 6月12日，德必集团联合长江商学院，在WE home萃德书院举办“文创+：

价值创造的文化视角”上海电影节特别活动。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出席活动并做主

题分享，童石网络、岸峰创新，邻趣网络作为企业代表做了文创产业领域的经验

分享。WE home萃德书院是德必为企业家们打造的交流学习中心和企业的会客

厅，通过持续高端的文科创讲座、论坛等活动为企业家和文创产业高端人才提供

更多私享服务。

 近日，德必联合大学生就业平台“趣实习”在大宁德必易园举行园区企业专

场招聘会。德必各园区20余家企业、40多位应届毕业生参与。活动现场多家企业

与毕业生达成用人协议。德必一直助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全产业链经营，深

挖企业需求，基础人才服务是德必七大增值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未来德必创新

服务将不断贴近客户，提供更多文创企业发展中的各项对口服务。

‘互联网+’商务创业创新媒体园区行活动

在长宁德必易园隆重举行

 6月14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办，德必集团协办的

“寻找独角兽——‘互联网+’商务创业创新媒体区行”活

动在长宁德必易园举行。上海市商务委巡视员顾嘉禾、市商

务委电子商务处副处长陈海蓉、长宁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陈

方建，十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大众点评、岸峰创新、童石网

络、邻趣等园区文科创企业代表参加座谈，共同探讨企业发

展需求及愿景。

      顾嘉禾巡视员表示：德必园区，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纽

带。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要定期举办这样的活动，为企业提

供一个展示风采的平台。同时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公

共服务，汇聚广大创业者的智慧和力量，努力营造城市良好

的“双创”生态环境，共同为上海打造全球科创中心和全球

电子商务中心城市提供探索与实践。



跨园区合作,

始于社群内的一次问好

社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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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ailor高端男装定制

@WE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上海御懋实业公司

@虹桥德必易园

本期主角：高喆旻

所在公司：上海丝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所在园区：德必老洋行1913

星盘特色：太阳星座是摩羯

（太阳星座就是我们日常知道的星座，

代表精神和意志），水星也是摩羯，

命宫三星刑克，群星落第四象限。

作者介绍：俞师傅

职业占星师，NSEE星座文化项目创始人，

入驻德必虹口运动LOFT方糖小镇

自我介绍：

 本期主角所在的上海丝芭文化，打造了中国

本土化大型女子偶像团体SNH48。这支取“上海

ShangHai”拼音缩写从而组成组合，有103名正式

成员。

  

Q1:先来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吧，对于演艺圈，大家

都是很好奇。

高:我们公司叫“丝芭”，就是数字“48”，我们

打造自己的偶像团体“SNH48”，2012年10月

1 4 日 正 式 成 立 的 ， 分 为 S N H 4 8  T e a m 

S I I、SNH48 Team NI I、SNH48 Team 

HII、SNH48 Team X、SNH48 Team XII五个队

伍。2016年4月20日，我们在北京、广州也分别

成立BEJ48和GNZ48。

Q2: 上升星座能反应人的外貌和状态，你的上升

星座在水瓶座，表示“捉摸不透”。外形上你更

像技术男，很难把你和演艺圈联系在一块。

高:我在公司负责剧场运营，和粉丝接触比较多。

虽然做的是不太常见的工种，但自己很认同公司

的经营模式，工作也没有追星族的疯狂，还是走

理性路线的。

Q3:你的星盘上，有明显的水星摩羯的表现，你的

水星和太阳紧紧在一起，太阳燃烧了水星的热

度，让你在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时候偏计划性、缓

慢的，然而运营剧场，是否会有很多突发事件发

生呢？

高:突发事件偶尔也会有的，比如粉丝买到假票和

剧场发生争执，这需要第一时间去处理。但我的

性格是，不希望发生争执，尽量将事情冷处理。

Q4:观看你的工作宫，是巨蟹，表示你会在工作中

会视自己的工作伙伴为家人一样，会为他们着

想。还有一个表现是容易犯胃病，因为巨蟹能量

消耗的重点即是胃。

高:胃不好是真的，其它的还没有那么明显。目前

的我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说起照顾工作伙伴，

有点儿不敢当，或许也是因为我刚刚入职2个月的

关系。

Q5:你的星盘上，命宫特别旺，月亮、火星、木星

点亮了你的命宫，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也爱折

腾，有趣的是这些落命宫的星星，对应的是柔软

的双鱼座，让你把这些自我压抑着，不发则已，

一发惊人。如果现在去创业，你会选什么领域

呢？

高:可能性太小，还是想多积累一些经验。这家公

司是我目前看下来，从产品到市场到运营，整体

上运转最顺当的一家，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另

一方面，如果创业，可能更多还是做偏甲方乙方

之类的，毕竟我们摩羯，靠谱最重要。

占星师采访手记：

 对稳健固执的摩羯座来说，看起来很坚强，

一副“谁需要你”的样子，事实上他是很需要温

柔鼓励的，他们像是背着沉甸甸的包袱、奋力爬

上山巅的大公羊，传统、责任、有理想。
 不过摩羯男有时也挺气人的，比如当采访

后，随行的两位女生问他“谁看起来更年

轻？”， “她，看起来她的衣服比较便宜”，

“那我看起来老？”另一个女生问。 “是的。

“再次询问答案相同。让坐在一边的我也有了想

哭的心情。
 转头一想，或许也是他的这份真实不造作，

让公司的上上下下喜欢他。如果你也想成为这样

的靠谱摩羯，不夸夸其谈，只专注当下，努力做

好每一天的事吧。
文/俞文瑾

当摩羯男遭遇

103个女艺人

星座

Q&A

方。随处能够见到大大小小错落摆放的花盆，阳

台更是被设计成“空中玫瑰园“。”只有自己够

专业，才能够指点别人。“Jane说。

社群为媒，搭建跨园区合作的桥梁

 一个在外滩WE，一个在虹桥德必易园，看似

毫无关系的两家企业，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据两家企业的负责人介绍，她们相识于德必

的“市场人社群”。5月27日，是MasterTailor的

夏日新品发布会。1个月前，MoMo就开始为各种

活动事宜忙碌起来。

 “我们本来是将活动设计成一场走秀，利用

外滩WE别有格调的环境做背景。“MoMo说。

“由于活动当天我们会邀请很多合作伙伴来现

场，那么如果只是在门店里做定制服装的展示加

酒会，总觉得有些单调。”MoMo不想让活动变

得很乏味。

 MasterTailor的公众号有个好听的名字——

绅士学院，通过这一平台将高级定制所代表的文

化与态度与男士们分享。MoMo想，如果能结合

学院的概念来办这场时尚秀会不会更有意思？可

目前的状况是，她没有合心意的伙伴。

 几经思索MoMo将活动的方案放在社群的微

信群中，询问有没有感兴趣的企业伙伴。听完活

动介绍，御懋就与MoMo联系了。“我们的社群

成员入群前都有详细的自我介绍，可能御懋和我

们的调性比较符合，之前还特别打过招呼。”没

想到一次问好，变成合作伙伴。

 开始沟通的时候觉得本次活动因为时间仓促

可能合作空间不大，我想那就当是合作伙伴的储

 2016年5月27日，Master Tailor 2016夏日

定制系列正式发布。在这场发布会上，Master 

Tailor携手上海御懋实业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时尚的

视觉盛宴。而两家合作的必然却是始于偶然的缘

分，也驶向更完美的未来。

我们要将定制带入每个人的生活

 无论是西方谚语的“you are the way you 

look”，还是中国人常言道的”看衣识人“，衣

着向来是个人态度和气质的自我表达。而高端定

制则使人们在”快时尚“中保有个人风格的同

时，又不至于沦为衣品的”乏味者“。《哈姆雷

特》里说Tailors make the man，这就是德必外

滩WE园区企业Master Tailor创立的初衷。

 定制并非高不可攀，Master Tailor通过透明

亲民的价格、出众个性的设计、工益精良的版型

带来轻松快捷的定制。除传统正装、商务休闲、

礼服、新式中装等服饰之外，他们还提供领带、

领结、皮鞋、皮包等配饰。“我们要将定制带到

每个人的生活中。“创始人Roma说。

 虹桥德必易园园区企业御懋是一家集绿植园

林（在佘山坐拥一千亩农庄）、私人派对和进口

葡萄酒贸易于一体的公司。公司旗下经营项目多

元化，既为五星级酒店提供室内花艺设计、绿

植、盆景租摆、室外绿化养护提供最优质的解决

方案；也为知名餐厅、企业及尊贵的个人用户提

供葡萄酒酒单的客制化服务；还开设亲子沙龙、

孕妈妈体验、下午茶花艺等各类多元化课程。御

懋旗下的花艺师、评酒师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培

训。创始人Jane将办公室变成呈现花艺创意的地

吧，没想到交谈下来，越发觉得我们这次非合作

可！“

优势互补，实现不同行业的多维合作 

 两家企业一同策划，将独立的时尚走秀变成

“高端定制生活的品位会”。活动现场御懋为

MasterTailor提供了所有的酒水，还邀请公司专业

的品酒师为现场宾客讲解分享红酒品位的知识。

MasterTailor除了将店铺中珍贵的定制服饰进行展

出,还贡献了定制西服制作的精良过程欣赏、合体

穿搭课程，餐会礼仪等活动内容。绅士学院第一

课完成了。

 因为第一次的合作，两家企业觉得可以利用

的彼此资源更多。虽然是跨园区沟通上有些距

离，但不失为另一种合作途径啊。“我们可以将

绅士学院变成系列活动，放到其他的园区里面，

既 然 都 是 邻 居 ， 就 想 要 邀 请 更 多 的 人 参 与 进

来。” 6月18日，在Master Tailor绅士学院的最

新开课，现场教学简单易懂的折叠口袋巾方法和

与西服搭配的胸花制作。

社群合作，未完待续......

 “御懋是社群中的一员，我们经常会把产品

设计上、市场推广中的一些小问题，与社群伙伴

们共同讨论，分享，并以此作为我们市场决策的

参考。”Jane说。“当我们共同建立的社群变成

企业的合作伙伴的储备库，你不仅能被本园区的

邻居企业更为熟悉，跨园区的合作也可能在问好

后就产生。”而未来，谁又能估量有多少跨园区

的合作会产生呢?

文/陆昕



家庭,

是创业的战场？

江湖段子

FOUNDER

麻辣点评：
创业者的高压仓生活

 对任何白手起家的人而言，创业对个人成
长，乃至婚姻家庭都是一次巨大冲击！毕竟大部
分人熟悉的是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不是所有的
人都可以轻松理解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能会给自己
和家庭带来的实际影响！先知，真没那么多。
 别看一个小小的创业，他也会影响你人生其
他的关键选择：如果在这段时间，你选择结婚，
你选择生娃，你选择创业，你还选择和父母住在
一起！拿份标准的压力量表过来，你的分数都成
为一个莫名的高度！你身心健康的高压锅指数，
很容易爆表给你点颜色看！
 这种爆表，体现在生活中就是——关系，情
绪的大爆发！
 如果你没有提前做好各种预案——比如说，
如何应对孩子，丈夫，长辈生活习惯与生活相处
的改变。一家人是否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提前达成
默契！一家人是否在问题发生前，对可能的问题
有评估，有对策！
 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你人生中最
忙碌，最有压力，也可能充满各种困难，挑战以
及挫折感，甚至最难熬的时间。虽然过来以后再
回头看，你会说那个是磨练，但这种磨练令彼此
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
 霍尔姆斯和雷赫，两位美国心理学家起初对
5000个美国人做过研究，发现了43项毫不重复的
生活事件可能会引发人们的压力感，造成关系紧
张，乃至心身问题。他们由此开发出了一套问卷
和量表——生活压力量表，用于测量人们生活中
的压力指数以及对社会适应度的现状。
 这套量表现在常常用于了解人的客观压力状
况。从这个量表的设计中你可以发现：如果不希
望自己近几年承受巨大压力，导致关系紧张或其
他身体疾病，请尽量不要把重要的事情同时放在
一个紧张的时间段内完成！
 要想创业以后，家庭还和睦，身体还健康，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请注意——是提
前，而不是当时！要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要从个人成长不同阶段会遭遇的困境着
手，建立个人成长支持系统。
 就着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就先来说说第一个
系统——理清边界系统！
 一个人生活中有许多地盘儿，有些只属于你
自己，有些是共有的。创业的地盘儿，主角是
你，合伙人，员工，股东。婚姻的地盘儿，主角
你和爱人孩子，原生家庭（你父母和他父母）在
此处很容易越界，需要高度预警！
 所有这些地盘，你要打理好他们的关系。基
本原则是：边界主人决定自己要怎么做，其他人
只是参考者，不能越界。说起边界，大部分人在
这件事情上都容易犯迷糊。这恐怕也是许多婆媳
关系、家庭关系不和睦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
种边界不清楚，很容易导致前院创业，而后院失
火。
 所以，创业前的准备，除了与创业有关，一
些与创业无关，家庭有关的事情也需要被你考虑
在内，前提是你不希望因为创业毁了自己的生
活，爱情，关系，健康……

文/段然

Founder档案：

卢艳艳

 上海尊信知识产权

@七宝德必易园

麻辣点评：

段然

科普作家、应用心理学培训师、心理顾问

服务【创业者个人成长】【企业家代际沟通】

致力【中国家庭精神传承】

微博：段然007

新书：《逆袭心理学》

微信：duanran0007

公号：蜗牛心理问答（订阅号）

好，让父母放心，只是很想他们。挂了电话，再

也忍不住，哭了一路。

 “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虽然在城里长

大，但我还有个弟弟，父亲工作，母亲在家照顾

我们，一份微薄的薪资养活一家人。我从没有向

父母要过任何东西，看到父母劳累的背影，很心

疼，总想着有一天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也明白自

己想要的东西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家人

的幸福就是我奋斗的动力。为了家人过上富足的

生活，也想看看凭自己的努力究竟能走到什么程

度，我决定创业。”

 卢艳艳开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上海

尊信知识产权。

创业，为了理想和自己爱的家人而奋斗

 “我们公司做专利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和商标的代理方面的业务，帮助企业申请国家减

税和拨款扶持企业发展的项目。还有帮助企业申

请专利来保护企业技术，防止人员离职或者同行

抄袭产品而造成企业技术丢失。”卢艳艳说。

 一个小姑娘主理一家企业，刚开始客户当然

缺少信任。卢艳艳亲自登门拜访客户，通过专业

的代理知识和严谨的做事态度赢得了客户的信

任。“这些人中的一位成了我创业途中最大的恩

人，他百分之百信任我，认可我，鼓励我。” 

 “我们尊信人做事都很踏实认真，思路也清

晰，经常开会讨论如何高效周到的做好代理工

作，让每个客户都满意我们的代理工作。”卢艳

艳说，“但创业压力肯定大，一天时间感觉一瞬

间就过去了。”

家庭矛盾升级，意想不到的硝烟战场

 即使忙，卢艳艳也没有忽略家庭。

 “我先生的母亲与我们同住，因为年纪大了

不能帮忙照顾孩子，所以我把外地的父母也接来

上海。”卢艳艳说，6口人同居一个屋檐下，矛盾

就多了。本来想白天辛苦拼事业为家人创造好的

生活条件，晚上享受家人的温暖，但现实却让卢

艳艳错愕。

 “婆婆埋怨我工作太忙，我父母不仅要照顾

小孩子，还要照顾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她，先生因

为家里物质生活优渥，也会经常出去玩。”

 “我工作已经很累，下班连话都不想说，但

回到家门口还要换上笑脸，安慰婆婆、哄好爸

妈，平稳双边情绪。

 半年，一年，终于先生提出离婚。

生活就像八点档，创业我没后悔过

 “离婚那段时间泡夜店发泄情绪。但回到

家，看到我孩子的脸，就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下

去。”卢艳艳说。对于父母，她有些愧疚的，因

为这些年，帮忙打理家里的事务老人们很辛苦。

 离婚三个月后，卢艳艳的前夫结婚了。“虽

然在我最难的时候他离开了，但对于他的新生

活，我还是很祝福的。“生活有时就像八点档的

电视剧，前夫在新婚后被查出重病，因为他的条

件不好，卢艳艳得知事情后竟然资助了前夫的医

疗费用。

 今年是卢艳艳的公司成立的第10年了，忙碌

的程度似乎不亚于刚刚创业时。采访间隙，她仍

不停在与助理沟通各个案件的进展。“女性创业

是挺辛苦的，大家认为这都是男人该做的事情，

卢艳艳说，”但我还真的从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

选择，即使家庭上有很大的挫折，但我很感恩，

事业也给了我很多东西。再累，回家看见我孩子

的笑脸，觉得一切都值得。“

文/陆昕

 我还没有采访过女性的创业者，因此在见到

卢艳艳之前，自己脑中构想了差不多10种她应该

有的模样。一位睿智冷静的专利代理人？激情似

火的创业者？也有可能是高高在上的CEO。她穿

着红色的衣服坐在办公室最深处的桌前，点着一

根烟。我上前问好，她眼睛闪烁的凝视着我，

“你的鼻子是真的吗？“

家庭幸福，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大学毕业后，学法律的卢艳艳来到上海，在

一家广告公司做电话推广工作，听起来挺乏味，

但她是组里面绩效最好的员工。那年她和初恋男

友结了婚，事业家庭很美满。

 工作期间，她又考上华东政法大学的在职研

究生，这时她有知悉自己怀孕了。火星撞地球，

挺着大肚子去拜访客户，下班后再去读书，参加

考试。但这些不仅没让她焦头烂额，反而更为享

受这种为幸福奋斗的感觉。

 卢艳艳说话十分豪爽、干脆，像极了叱咤商

场的女强人。“我家庭观念很重！”她说，“我

非常爱我的孩子们，有他们我非常快乐。”

创业，不是男人专属

 卢艳艳经常出去跑客户，她的敬业精神和专

业知识赢得了客户的认可。为了能让客户放心信

任，亲自四处奔走，就算遇到难以理喻的事情，

她不服输的性格也从来不轻易放弃。

 直至某一天，她去了奉贤的一家企业拜访客

户，舟车辗转二个小时，本来谈好的合同对方却

推说没时间不肯签，她在楼下等了一整天。“到

了晚上那位客户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极度侮辱

人格的话。我忍着把事情处理好，留下合同就走

了。”回去的车上，卢艳艳给老家父母打了个电

话，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告诉她们自己过的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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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群节开幕在即，

最全社群节攻略来了！

 国际社群节（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estival，简称

ICF）是由德必集团主办，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长江商学院文创

学会、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等众多机构支持的大型文

创科创领域盛会，是一场汇聚众多科技、文化行业创意创新企业

和白领精英参与的大型节日。本次社群节，既有在德必30多个创

意产业园区举办的诸多有趣味、有意义、有温度的社群活动，更

有多场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大型主题演讲和论坛，并启动“德必

和它的伙伴们”计划，全力助推轻资产、轻体量、高智力、着力

创意与创新的文创科创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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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必徐汇创意阁园区企业

上海瑞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徐汇创意阁园区企业上海瑞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全

球零售连锁行业提供科技解决方案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公司通过

提供科技解决方案和工具，帮助品牌提升零售管理效率、减少营

运开支、增加销售利润；

现诚聘销售顾问、技术支持、软件实施、采购助理、客服。

简历投递邮箱：hr@rplus.com

联系电话：18121270627 谢小姐

2016水分子山区行即将启程

与我们一起，献出你的爱心

 水分子公益基金会是由德必集团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致力

于贫困地区青少年教育，特别是学龄前、小学及初中孩子的教育

和心灵成长。在“水分子”公益活动的这几年中，收获了来自德

必园区众多企业的关注，也收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捐助。一年

一度的水分子山区行将于8月再度开启，诚挚邀请您，与我们一

起，为山区孩子献出一点爱心。

孩子们需要：

1、文具：八成新以上的笔类、文具盒、书包等；

2、读物：六成新以上的青少年读物；

3、生活用品：全新的牙膏、牙刷、毛巾类。

（大家可以将这些用品就近交到园区物业处并登记）

爱心物资捐赠时间：2016年6月20日——7月31日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

联系方式：Loving@dobechina.com

德必集团招聘

 德必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专业文创、科创产业发展服务商，德

必不仅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舒适、生态、个性化的高品质办公环

境， 更开辟了"七大增值服务"，为企业提供系统优质的微生态创

业环境，助力文化创意企业的持续发展。

 现诚聘法务副经理、总账会计、校园招聘主管、H5工程师、

行政前台、员工关系专员、新媒体运营专员、企业文化专员。加

入德必，成为有爱、充满激情、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德必人！

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两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简历请投递至：dobe2016@dobechina.com

联系电话：32508752-2077或32508752-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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