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厢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招聘专区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是中国体育市

场品牌美誉度和市场份额双第一的安踏体育

用品的战略核心生产商，在目前安踏 13 家

OEM厂商综合测评中名列第 2，发展潜力排

名第1。

公司提倡以人为本，推行人性化管理，以

“品质、服务、创新、繁荣”的企业宗旨和挑战

性的薪资待遇吸引人才，现根据企业发展需

要，热忱欢迎您的加入。

1.裁断工60人：薪资 4000～8000 元；

工作地点在莆田；年龄 18周岁或以上；本科

学历。

2.针车工260人：薪资4000～8000元；

工作地点在莆田；年龄18周岁或以上；高中或

以上学历，有电、钳工经验者优先考虑。

3.成型技术工 180 人：薪资 4000～

6000元；工作地点在莆田；年龄 18周岁或以

上；初中或以上学历，须持有叉车证。

4.普工500人：薪资3000～5000元；工

作地点在莆田；年龄18周岁或以上；初中或以

上学历，能吃苦耐劳者优先考虑。

联系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华林工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华林工

业园区业园区

联 系 人：：林先生林先生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815065569218150655692

05940594--20689662068966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3年，

总部坐落于福建莆田，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为一体，协同地产、文化发展、构建

才子汇平台的综合性产业集团。36年来，才

子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改“潮”换代、推

“潮”出新，全力打造国际时尚精品。目前，全

球员工 10000余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拥有

2000多家门店，是全国大型服饰集团之一。

1.缝纫车工80人：薪资4000～8000元；

工作地点在莆田；女，年龄 18周岁或以上，吃

苦耐劳，有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

2.熨烫工5人：薪资 3000～6000元；工

作地点在莆田；男，年龄 18周岁或以上，吃苦

耐劳者优先考虑。

3.卫生员 1人：薪资 3000～4000 元；工

作地点在莆田；女，年龄 50周岁或以下，吃苦

耐劳，有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

4.保安 5 人：薪资 3000～5000 元；工

作地点在莆田；男，年龄 40 周岁或以下，三

班倒 8 小时工作制，有保安证者、退伍军人

或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

5.花工1人：薪资3000～4000元；工作地

点在莆田；男，年龄 30周岁或以上，有植物养

护相关经验。

联系地址：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路888号

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才子男装

联 系 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15060322096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城厢工作站

网络招聘会参与方式：登录城厢网上人才市场（cx.hxrc.com）参与，进行简历投递、在线文字交流及视频面试。

咨询电话：0594-2200823

2020年2月26日
责编：冯聪颖 邮箱：hxrcbfcy@163.com66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位、

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以及上级有关

职能部门关于加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部署要求，为有效减少人

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

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现就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对

外服务大厅（福建人才大厦

4、5楼）2月 3日起正常对外

办公。

2.为尽量减少到对外服

务大厅现场办理有关事项

的人流，确保最大限度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建议广大

人事代理单位、代理人员

（存档人员）通过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网上办事大厅办

理以下事项：档案信息在线

查询、档案材料确认、档案

保管协议远程签署、职称评

审材料网上申报、职称证书

在线查验、网上快捷缴费、

求职招聘、业务流程智能搜

索等；广大流动党员缴纳党

费 登 录 以 下 网 址 http：//
app.hxrc.com/floatingparty/
pay.htm或智慧党建小程序

在线缴费，党员组织关系转

出（省内）登录党员e家网址

http：//www.dyejia.cn办理，

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省外）

登录党员 e 家网址 https：//
fj.dyejia.cn填写具体转出信

息，并在转出栏目中填写详

细的联系人姓名、地址、电

话等相关信息，由流动党员

管理中心邮寄组织关系介

绍信。通过邮寄方式办理

以下事项：毕业生报到提交

“就业报到证”、初级职称考

核确认提交“大中专毕业

（毕业研究生）确定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年度考核提交“年度考核

表”、档案缺失材料（如劳动

合同等）等。

3.确需到对外服务大厅

现场办事（档案调入或调

出、户口单页借用等）的，可

通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网上预约，便于人

员合理分流，减少办事人员

在对外服务大厅内的滞留

时间。

4.到对外服务大厅现场

的办事人员一律佩戴口罩、

在福建人才大厦一楼入口

处接受体温测量并如实完

整填写人员进出登记表；陪

同一起前来办事且与办理

业务无关的人员（含老人和

儿童）一律不得进入对外服

务大厅，请在人才大厦一楼

大厅座椅等候。

5.敬请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支

持我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不在微信群、朋友圈、

微博、QQ等网络社交圈发

布传播不可靠信息。任何

与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

公共服务相关事项的信息

以中国海峡人才网 www.
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

为准。

6.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客

服热线：0591-96345。“档案

缺失材料”邮寄地址：福州市

鼓楼区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

大厦5楼余瑶收（350001）、电
话：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研

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审批表”“年度考核表”

等材料邮寄地址：福州市鼓

楼区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大

厦 4 楼叶珍收（350001）、电

话：0591-88208225。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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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人才与招聘专刊

2月 22日晚，两辆载着 36名

云南孟连籍务工人员的大巴车，

顺利抵达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

太湖工业园区华骏鞋业有限公

司大门口。这是城厢区人社局

和云南省孟连县人社局“点对

点”无缝对接，采取“包机+包

车”接回的第一批来莆务工人

员。

城厢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

键时期，不少外地来莆返岗的员

工面临诸多困难。为了尽快迎

回返岗的外地员工，帮助当地企

业尽快复工复产，城厢区决定以

疫情风险较低、劳务输出集中的

地区作为合作伙伴，由区财政承

担包机、包车费用，通过协调组

织交通工具、疫情防控宣传培训

和人员体检，让外地来莆务工人

员“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该区务

工。

据悉，为确保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来莆务工人员能够安

全、有序返岗复工，城厢区人社

局成立了复工返工保障工作专

班和两家劳务协作工作站，专

门协调四川省南充市籍和广安

市籍员工的返岗事项；指定专

人对接区内用工企业，及时掌

握复工企业的用工和缺工信

息，依托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城

厢工作站线上举办 1场招聘会，

吸引 921 人投递简历进行远程

面试，电话咨询约 300 余人。同

时，积极协调配合用工企业、交

通运输等各部门，对 3 月 1 日前

20 人以上以包机、包车、包列方

式返岗回莆的务工作人员，主

动为企业联系包车服务，协调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对员工进行

健康筛查，帮助开具返岗人员

健康证明，“点对点”把返岗务

工人员送到企业门口。

截至目前，城厢区人社局

已帮助福瑞科技等 10 多家工

业企业，组织包车到云南、贵

州、四川等地接送近 400 人返

岗复工。

（通讯员 叶晋源）

莆田市城厢区出实招 包机包车接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1.莆田市维定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导购员、家居顾问 5名、店长 1

名、家居/室内设计师5名
联系方式：18505948680

2.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供应链专员、区域经理、业务行

政助理、新媒体运营、设计专员

联系方式：18359557781
3.莆田市力天量控有限公司
岗位：氩弧焊工、气焊工、钳工、电气

车间员工

联系方式：0594-2636151
4.福建金海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董事长助理、设计总监、室内设

计师、效果图、助理设计师、工程部经理

联系方式：13850248276
5.莆田市鑫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

联系方式：18030322227
6.福建宏锯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房抵贷专员、综合内勤

联系方式：13805055475
7.莆田市江铃全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

联系方式：18905946555
8.莆田壹零贰陆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厨师、吧员、前台接待、储备干

部、服务员、安保

联系方式：18250236155
9.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经理助理、软硬件工程师、IT信

息技术专员

联系方式：0594-2659028
10.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人资文员、薪酬绩效专员、仓管

员/统计员、会计财务类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11.莆田市城厢区西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美术教师、学前教师、儿童画教
师、国画教师、书法教师

联系方式：17720854056

12.方家铺子（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人资经理/行政经理、培训经

理、总经理秘书、电商运营专员/助理、社
群运营经理/专员

联系方式：0594-3601029
13.莆田三迪希尔顿逸林酒店
岗位：预定文员、销售协调员、礼宾

员、救生员、健身中心服务员、弱电工、西
餐服务员/领班/主管、中餐厅服务员、厨
房厨师

联系方式：15860035385
14.莆田市凌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主管、业务员
联系方式：13950702731
15.福建陆加叁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店助、储备干部、超市各

部门主管、企划助理、店长
联系方式：18359001659

16.莆田市禾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岗位：播音主持老师、美术教师、平面

设计师、幼儿教师、行政文员
联系方式：18050523528

17.戴盟斯文化创意（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辅导老师、实习会计、商务文

员、技术员学徒、业务助理
联系方式：13860965888

18.福建坤英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挡车工、仓库数据

员、内勤人员
联系方式：13313967268

19.福建纳云川汽车超市有限公司
岗位：市场专员、招商专员、平面设

计、文案策划、活动执行、档案管理员
联系方式：19959508686

20.莆田市奇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岗位：房产经纪人、合伙人

联系方式：18650269570
21.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客户顾问、销售主管、管培生、

风控专员
联系方式：18605013932

22.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业务部总经理、理财顾问、投资
顾问助理、经纪人

联系方式：0594-2606506
23.杰讯光电（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产线操作员、销售跟单、生产统

计、储备干部、技术干部、光学工程师

联系方式：18959591539
24.莆田市五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运动老师、成长顾问、客服老师

联系方式：13799669511
25.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针车组长、成型组长、品检、拉

料员、电脑员

联系方式：0594-2028888
26.福建省优朵拉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干部、营运督导、营运经

理、企划经理、外联人员

联系方式：18059961677
27.莆田市新元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针车手、技转、业务报价、拉布、

冲裁工、组长、普工若干人

联系方式：18020608878
28.福建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莆田城厢店
岗位：店副总经理、品类主管、市场企

划主管、游乐主管、行政人力主管

联系方式：19959538962
29.莆田市凌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员、业务主管

联系方式：13950702731
30.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人事综合岗位、网络推广岗位、

市场营销岗位、课程顾问岗位

联系方式：15106099016
31.莆田市城厢区成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教师

联系方式：15860038075

32.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企划专员、门店店长、门店营业

员、仓库员、生产储备干部
联系方式：18950793157
33.福建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零售运营管培生、人资行政管

培生、店长、店员、门店兼职工、副总助理、
人事专员、商贸业务专员、水电维修员、合
伙店老板

联系方式：19959539770
34.福建省兴源集团（莆田）药业有限公司

岗位：QA（质量监督员）、QC（质检
员）、车间工艺员、设备管理员

联系方式：13905940209
35.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莆田万达店

岗位：储备店长/副店长、储备主任、
营业员/导购

联系方式：15080352632
36.福建省盛世天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策划、行政专员、烘焙/西
点师/甜点师/学徒/主管、有我生活店员、
文员前台、仓库主管

联系方式：18760511059
37.莆田市凤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文员、营销策划、平面设
计、出纳文员、现场助理、置业顾问

联系方式：18850981959
38.福建硕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主办会计、审计、工程师（水电

专业）
联系方式：0594-2702002

39.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员、水性胶销售人员、普

工、订单专员

联系方式：13607536588
40.福建悦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餐饮部培养副经理、大堂副理、

迎宾接待、餐厅服务员、电工、保安人员

联系方式：13515935578
41.福建省亚明食品限公司

岗位：食品工程师、设备技术员、总裁

助理、软件开发、销售内勤、人力资源、行政

联系方式：15860025033
42.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工程师、技术员、品检、普工

联系方式：0594-2096111
43.莆田雷霆猎鹰射击俱乐部有限公司

岗位：研学教师、企划主管、文案策

划、销售总监、射击教官、人事专员

联系方式：15960509617
44.莆田市顶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教育顾问、储备干部、销售顾

问、教师、潜能培训师

联系方式：15960380954
45.福建省龙嘉路桥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工程部部长、会计、工程造价、工

程预算员、路桥施工员、路桥施工实习生

联系方式：15160451579
46.莆田市城厢区艾博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区域业务员、京东运

营、电商摄影、淘宝美工

联系方式：13860986706
47.莆田市新元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针车技术工、版师、冲裁工、冲

裁品检、针车组长、针车熟练工、品检

联系方式：18020608878
48.福建神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岗位：汽车销售顾问、保安员

联系方式：0594-2525088
49.莆田市学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托教辅导老师、小学数学老师、作

文辅导老师、小学英语老师、初中理化老师

联系方式：18750619101
50.莆田市飞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楼栋管理人员、售楼处客服人

员、物业工程水电工、安防员

联系方式：18159000727

更多企业岗位需求信息请登
录城厢网上人才市场（cx.hxrc.
com）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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