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新生儿，学龄前幼儿，及儿童各个成长阶段，产品囊括了摇

铃床铃类、学步类、早教益智类、音乐绘画类、运动类、遥控

类等，坚持做让父母放心选择，孩子开心玩耍的好玩具，坚持

产品安全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 我们将不断探索与满足市场需求，与时俱进，通过线上直播、

线下活动，借助抖音平台，以用户喜爱的方式推广品牌形象，

成为大众信赖、喜爱的全球知名玩具品牌。

• Living Stones创立于2010，相继进驻天猫、淘宝、京东等

各大电商平台，并在2015年成为天猫淘宝玩具类目TOP10。

专注于为0-14岁儿童的每个成长阶段提供锻炼与陪伴，解决

成长过程中的需求，为千万家庭带来欢乐美好时光。







• Holy Stone作为亚马逊无人机全球领先品牌，自2014年诞生以来，产

品远销至欧美日韩等二十几个国家。

• 2016年， Holy Stone成为亚马逊平台无人机类目第一品牌，

以优秀的服务和产品质量获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可。怀着巨大的

梦想，所有伙伴向着共同的目标，以极大的热情和创意，将

Holy Stone的产品推向全世界每个角落。

• 我们始终相信质量是产品的保证。在产品方面，我们拥有日本的设计

团队、美国、深圳等地专业的研发工程师团队。

• 在生产和品控方面，我们拥有专业品控系统，非常清楚所合作的供应

商背景，并和他们达成了长期合作的共识。

美国品牌，畅销全球。

坚持高性价比，将飞行的乐趣分享给全世界。

















• 以现代育儿理论为基础，结合蒙台梭利教育理念，回归

玩具的纯粹本质，希望让每个孩子通过玩乐和探索，积
极正面的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 如同每一位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我们对每一款产品

同样倾注了如父母般的用心，只为了更贴近孩子的成长，

为更多的孩子带去丰富多彩的玩乐体验。

• 海马，世界上唯一在雄性体内受精孕育并生育孩子的动
物，独具“父爱”典范。

• 盟石以“海马与父子相依”为原型，倡导父亲参与孩子
的成长陪伴，正是新时代独立母亲的心声，也是现代科
学育儿的理念之一。













• DEERC是一个专注于智能电子玩具的新兴品牌，汇聚全

世界最新奇，有趣，充满个性的电玩产品，致力于为6-

14+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们带来丰富的潮玩体验。

• 在科技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与娱乐迸发出了无限
可能，DEERC的梦想是，打造一个酷玩新奇的电子玩具

世界，分享科技带来的快乐。

• 我们的每一款产品都兼具学习与娱乐的功能，鼓励孩子

们动脑动手，在玩乐中不断成长，领略科技的魅力，大
人们也能获得一种快乐，自由，智能的娱乐方式。













“落差感”，简称LCG，

Leading Trend、Cheaper、Good Quality

Learning、Create、Growth

“落差感”是活石公司极力打造的，科技感、潮流玩具线下零售连

锁品牌。长久以来的商品经济，形成了一种现实：潮流前沿的

高品质玩具，价格也往往令人“望尘莫及”。而对大多数的个人和

家庭来说，我们既希望自己或我们的孩子可以接触潮流前沿、

高品质的玩具，又希望接触获取的成本可以更低一些。现实与

期望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作为对这种局面的反思与批判，落差

感由此而生。落差感致力于让消费者的期望更加“触手可及”。

• 回归玩具的本质、启迪对未来的探索是“LCG落差感”品牌

的追求。孩子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摸索和感知世界，并

不断成长；成年以后，我们也是通过接触和了解新鲜事物

、技术，探索和感知未来。“落差感”摒弃一切眼花缭乱的

噱头与浮华，回归玩具最纯粹的本质，让我们产品的使用

者在玩中得到启迪，进而去探索学习，获得成长。

LCG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不断探索的精神和态度。



1、科技的元素，带出现代化的时尚感；

2、简明流畅的线条，体现简约大方的形象；

3、黑白相间的冷色系风格，构建酷炫质感；

4、利用炫彩灯光、场景构建，更易突出产

品的亮点。

BRABD IMAGE

落差感品牌形象

形象标准



以无人机为主的产品模块，

并结合VR、AR体验

每月保持20-30%的产品更新

率，确保个性、前沿

PRODUCT MIX

落差感产品矩阵

科技

以电子、遥控为主的智能模块，将语

音、智能互动融于产品

智能

潮玩

以潮玩、时尚、IP为主的潮玩模块，

让场景消费更加真实



FUTURE STRATEGIC PLANNING

落差感未来规划

全球视野、辐射全国商圈、打造智能潮玩新风尚品牌

2021-2022 在福建市场之外，拓展到浙江、

江西、广东、云贵等城市，建立100+分店。

2020-2021  围绕福建厦漳泉、福州、龙

岩等市场开展20-30+分店。

2022-2023 开发一二线市场，

拓展到北上深等城市，建立500+分店。











• Eagle Stone是活石在2019年创立的户外运动玩具细分领

域品牌，主要针对3-14岁儿童，激发他们的运动兴趣，
发展强健的小身体。

• 科学研究表明，运动使人更加聪明。每个小孩都应该积
极参加户外运动，通过各个感官与肢体互动，自然自主

形成平衡协调，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儿童期极为重要的

一个方面。

• Eagle Stone坚持优良品质及合理的价格，提供丰富多样

的儿童户外运动产品，如球类、积木类、射击类、益智
类等等，培养不同的运动技能，兼具益智发展，符合儿

童年龄特征，满足其爱玩的天性，让每个小孩在玩乐中

获得体、德、智、美全面发展，成长为活力小宝贝。











• Eve Stone专注于为0-12岁女孩提供每个成长阶段所需

的玩具，助力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心智发展。

• 例如早教、绘画、音乐、数学等益智能力、动手能力的
开发和培养，以及女孩们最爱的过家家，彩妆玩具，角

色扮演等，通过游戏充分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正确认识社会和家庭，学会分享交流。

• 正因坚信“每个女孩都有她的特别之处”的理念，我们
在女孩玩具类目上将开拓更多可能性，解决市场上女孩

玩具类型普遍单一的问题。不止是梦幻公主风，还有体

格训练、认知培养等产品，满足不同个性女孩的需求，
发现自己的独特魅力。















活石2021校园招聘



管 培 生
为满足公司2021年业务发展的需求，保障充足的战略性人才，需招募2021届应届毕业为储备干部进
行培养任用，通过完整的培养通道，短期内把优秀的毕业生打造成为“懂业务 懂流程 能上能下”的管
理型人才，可匹配到不同业务线进行发展

培养
定位

基于前后端的人才需求及培养

对电商、零售行业有深入的认知

对各环节运作流程全面的了解

认可企业文化并有强烈的事业心

短期培养、关注成长性

轮岗学习、打通前后端

能上能下、提升综合能力

自我驱动、挖掘事业心

培养
策略



招聘岗位

跨境电商
管培生

电商设计师

零售管培生

国内电商
管培生



培 养 通 道 (先定岗、再深造)

业务通道：轮岗学习→运营助理/推广专员→ 运营/推广组长→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合伙人）

产品通道：轮岗学习→ 产品助理→ 产品经理/项目经理→ 负责人

市场通道：轮岗学习→ 企划专员→ 企划组长→ 负责人

职能通道：轮岗学习→ 客户支持专家/物流管理/采购管理→ 主管→ 负责人

11

22

3

44

3

跨境/国内电商管培生



培 养 通 道

业务通道：管培生→ 店长→ 区域经理→ 运营经理→分公司总经理（分公司合伙人）/加盟商（个体经营）

职能通道：管培生→ 市场/商品/渠道→部门负责人→ 分公司总经理（合伙人）

11

22

1

零售管培生

电商设计师
电商设计师→ 设计组长→美术指导→ 设计经理→负责人



企业文化

制度

流程

第一个月

产品知识

平台知识

行业知识

业务流程

第一至六个月 第七至十二个月

专业技能

工作能力

项目实操

培养计划



“ 学 历 ”

我们期待的管培生

“ 热 爱 ”

“ 挑 战 ”

“ 学 习 ”

“ 团 队 ”

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跨境电商：
外语、国贸专业优先
英语≥四级，日语≥ N2
国内电商：
电商专业优先
零售管培生：
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电商设计：
视觉传达相关专业

热爱电商、零售行业
拥抱变化
个性开朗活跃
主动积极

喜欢挑战
抗压能力良好
愿意从基础发展

优秀的学习能力
有自我驱动的内燃
型人格

良好的团队协作意
识与沟通表达能力



五险
一金
五险
一金

优秀员工
出国游
优秀员工
出国游

伴手
礼
伴手
礼

团建
经费

团建
经费

带薪
假期
带薪
假期

下午
茶
下午
茶

生日
会

生日
会

餐补餐补

高尔夫
文化

薪酬福利薪酬福利

高尔夫
文化



转正定岗综合年收入

跨境电商管培生 国内电商管培生 零售管培生 电商设计

8-12万 5-8万 5-8万 5-8万

见习期3000元/月（见习期2021年2月-2021年7月）

转正定岗综合年收入=底薪+绩效+激励奖金

绩效、激励奖金等视转正定岗考核结果及方案而定

见习学习期间办公地点在总部漳州，

后续根据定岗不同可以提供漳州、深圳、杭州、厦门等地进行选择办公。

薪资结构



报名及面试安排

备注：公司总部位于漳州市区，
前来公司复试给予报销车费

联系方式: 0596-2038938 黄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