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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化验员
电话：15605015528
2.福建东南艺术纸品股份公司
岗位：市场拓展员
电话：18905042982
3.莆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岗位：设备维护员
电话：18959530016
4.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实验室检测员、生产普工、财务
电话：0594-6705641
5.莆田市菜头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微信编辑/新媒体运营、文案策划总监、

文案策划助理、平面设计师
电话：0594-2537788
6.福建易捷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统计、热转印打印员、普工、英语客

服、美工摄影
电话：13959598359
7.厦门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助理策划师、项目文员、房联

宝渠道专员
电话：18046108926
8.福建百纳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百度营销顾问
电话：18759983383、0594-7576613
9.莆田市理工技术学校
岗位：教师（学前教育、语文、计算机、汽车维修）
电话：0594-2299998、18159020008
10.联发集团厦门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拓销专员/应届生、销售实习生
电话：15205992891
11.厦门联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业务专员、行政专员、质检专员、工程技

师、物业客服、吧台客服、消控员、维序队长
电话：0594-2510011、13799664445、13666936544
12.莆田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岗位：顺丰收派员、客户经理、收派员、国际件

销售专员、顺丰仓管员
电话：18750033367
13.莆田市城厢区金源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高级置业顾问、渠道专员、会

计助理
电话：17720851969
14.莆田市万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专员、设计师
电话：13950730025
15.莆田市华达广告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生产管理、厂长助理
电话：13905047087

16.福建康美众博实业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文员
电话：0594-2589188
17.莆田市城厢区味来闽餐厅
岗位：运营市场部经理、行政财务部经理、店

长、营业出品员、市场策划主管、平面设计（兼职）、
文案策划（兼职）、行政兼出纳、研发采购部经理

电话：15160216222
18.莆田积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房产店长、销售代表、储备干部、房产顾

问、储备店长、销售管理、置业顾问、房产销售经
理、销售精英、房产经纪人

电话：15260557552
19.福建省德正康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岗位：店长及主管、药品销售员、业务员、仓管

员、财务人员、办公室文员、天猫运营、京东运营
电话：18959532001
20.莆田市五九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霞林分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文案编辑、管培生、店经理、

房产经纪人
电话：18396506353
21.莆田市大拇指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花圃工人、庭院景观施工员、园林景观

设计师、文案、阳台花园业务员、市场营销部经理、
营销专员

电话：13607526955
22.莆田市城厢区鑫丰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文员、会计
电话：0594-2513033
23.莆田市扑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代表、营销顾问、ERP软件营销顾

问、技术实施员、销售顾问
电话：15960523586
24.莆田市荔城区大兴房产有限公司

城厢南门分公司
岗位：销售总监、销售顾问、销售代表、房产金

牌顾问、销售精英、人事行政助理
电话：18039022211
25.莆田大邦太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销售顾问、行政经理
电话：19959532100
26.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岗位：市场专员、导医
电话：0594-6971235
27.八十五度（福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服务员、储备干部、会计
电话：18606012062
28.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辅导老师
电话：15860062908
29.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精品顾问、行政专员
电话：0594-2061005

30.莆田市九龙谷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文员、保安
电话：0594-2252005
31.天桂（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市场部经理、销售部经理、人事行政部

经理、采购主管/专员、产品专员、社群电商运营、
电商客服、出纳专员、基地现场管理人员

电话：13799627894
32.莆田市瑞斯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手术室护士、中西结合内科医生、前台

客服
电话：18149641450
33.莆田天一美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岗位：话务员、材料文员、工程文员、家装顾

问、工程巡检、设计助理、室内设计师
电话：13859899536
34.福建省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保安队长、保安、保洁、电工
电话：18965563819
35.莆田市城厢区画狄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岗位：编程老师、乐高大颗粒老师、市场策划

文案、课程顾问、托管老师
电话：13950759210
36.莆田市凤凰百货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信息文员、管培生
电话：17305948088
37.莆田市阳光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服务员、前台接待、传菜员
电话：15345936227
38.莆田市科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PHP 程序员、facebook 组长、美

工、文案编辑
电话：18050545008
39.莆田诸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亚马逊客服、天猫运营、客

服、外贸美工、外贸主管

电话：18959216950
40.莆田市盛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视频编辑、资深平面设计师、平面设计师

电话：15060307970
41.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电工/维修工、电子工程师、项目/外贸/

业务跟单、单证员/出货文员/船务

电话：0594-2651383（转610）
42.莆田市雄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电脑技术员、销售渠道产品经理、仓库

管理员、电脑售后商务、电脑行业技术部主管、电

脑技术维修学徒

电话：13666928981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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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94-2028888

44.福建省大西洋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文秘、会计助理、出纳、主办会计、营业

员、总经理助理、销售代表
电话：18750095763
45.大汇方略（莆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主办会计、会计主管、电销专员、销售专

员、销售主管、会计实习生、高级财税顾问
电话：18105946537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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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8959591539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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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94-2655555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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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607536588
49.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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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5860025033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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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94-2096111
51.福建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仓管
电话：13850253442
52.莆田市昌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安保经理、文案策划、营运助理
电话：0594-6926000
53.福建省易太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采购助理、财务、信息专员、开发主管、

开发专员
电话：13706051178
54.莆田市智乐未来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策划、书法老师
电话：15659551605
55.莆田市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干部、业务员
电话：18959530016
56.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广告业务经理、房地产编辑记者、房地

产销售、房产经纪人、房产销售员

电话：18850386837
57.莆田市众成通信有限公司
岗位：话务员、移动10085客服、办公文员

电话：18750051686
58.莆田市家缘房产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房产销售/置业顾问、行政助理、新媒体

文案、人事专员、文案策划
电话：13799671555

59.福建冰龙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岗位：普工、储备干部

电话：13859837097

60.莆田市凯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财务经理、安保

电话：13799660829

61.福建宏弛鞋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针车工、业务员、行政文员、会计助理、

会计

电话：13959500832

62.福建省台兴实业有限公司
岗位：化验员、仓管人员、绩效专员、车间主

任、现场品管

电话：18159112118

63.莆田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营运助理、暖通主管、综合维修技工、设

计主管、招商主管

电话：0594-6723229

64.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金融专员、会员专员、人事专员、招商专

员、区域经理、法务专员

电话：0594-8987328

65.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加弹品检工、加弹机操作工、技术管理

人员储备、机修学徙

电话：15080101108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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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专员

电话：18605013932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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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94-2606506、18046294949

68.莆田市祥冠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质量检测员（实验室）、品管经理、

成型品管课长、针车组长

电话：18059510619

69.莆田市五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成长老师、成长助教、客服老师

电话：13599476576

70.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经理助理、文员、软硬件工程师、IT信息

技术专员、业务经理

电话：0594-2659028、2659038

更多招聘信息登录城厢网上

人才市场（cx.hxrc.com）查看。

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专区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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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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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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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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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1日下午 5时 19分，历
时三天两夜往返2800多公里，一辆载有21
名湖北籍务工人员的专车缓缓驶入莆田
市城厢区接返点（如图1）。这是莆田市第
一批通过政府直通车“点对点、一站式”包
车接返的湖北籍务工人员，也是福建省首
批接返的湖北籍务工人员。

为了顺利接回返岗湖北籍员工，3月
19日上午，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基础上，莆
田市直机关服务城厢区先锋队迅速启动
前往湖北广水市接返企业员工的各项准
备工作。莆田市直机关党工委紧急为湖
北籍返岗务工人员调配300个口罩。莆田
市统计局购买了一批干粮，为接返工作备
足物资。3月 19日中午，莆田市直机关服

务城厢区先锋队 3名队员，与企业工作人
员一起踏上了前往湖北广水接返企业员
工的路途。

3月 20日下午，接返车辆顺利抵达广
水接送点。在接送点，先锋队队员们与企
业工作人员对 21名返岗务工人员进行了
体温检测、车内消毒、健康码核对、信息登
记、防护品发放等一系列操作，安全有序
地引导返岗务工人员登车入座（如图2）。
下午 3时 30分，所有返岗务工人员登车完
毕，踏上返莆之路。

这批员工就职于莆田华林工业园区
的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了迎接员工们归来，公司负责人李
正学早早便等候在接返点。在顺利接到

员工后，他高兴地说：“特别感谢党和政府
对我们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先锋队的大力帮忙，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就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返岗务工人员李本平也激动地说：
“感谢党和政府千里送温暖，接我们回第
二故乡务工，感谢可爱的莆田人民。”

据了解，目前仅城厢区就有1500多名
湖北籍员工急需返岗复工。下一步，莆田
市直机关服务城厢区先锋队将协同人社
部门做好企业宣传发动工作，指导帮助企
业通过“点对点、一站式”方式，安全高效
地接返湖北籍员工，切实实现“家门到车
门、车门到厂门”的无缝对接，全力以赴助
推企业复工复产。 （通讯员 叶晋源）

我省首批接返湖北籍员工安抵莆田城厢区
往返2800多公里 只为21名员工

根据《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莆田市失
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实施
方案>的通知》（莆人社文〔2017〕353号）
及《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
市财政局 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
发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 省发改委关于进
一步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和
技能提升有关工作的通知》（莆人社文
〔2019〕165号）文件要求，对城厢区 2020
年第一季度享受技能提升补贴人员的申
请资格、补贴金额等进行受理审核，经审
核，本区 2020年第一季度符合技能提升
补贴条件人员共10名，金额17000元，现
就享受补贴人员名单、拟补贴金额等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从 2020年 3月 23日至
3月 29日，广大群众可来人、来信、来电
实名举报监督，监督单位：城厢区劳动就
业中心，单位地址：城厢区荔城南大道
60号，监督电话：0594-2693960。

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
2020年3月19日

关于城厢区2020年第一季度享受技能提升补贴人员名单的公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姓名

刘志中

程赛琳

蔡小妹

曹小山

郭茹霞

戴志聪

陈长燕

郑丽凡

许柳英

林锋

10人

证书编号

11923045301960

11923045302126

11923045302572

1913041199300005

21923045100084

21923045300034

21923045300131

21923045300434

21923045300804

21923045301272

其中职业资格证书高级工（三级）1人，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中级3人、初级6人，总计10人

鉴定机构名称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莆田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人社部、财政部

发证日期

2019-9-9

2019-9-9

2019-9-9

2019-1-4

2019-5-19

2019-5-19

2019-5-19

2019-5-19

2019-5-19

2019-5-19

职业（工种）名称

会计

会计

会计

汽车维修工

会计

会计

会计

会计

会计

会计

等级

中级

中级

中级

高级工（三级）

初级

初级

初级

初级

初级

初级

拟补助金额(元）

2000

2000

2000

20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7000

城厢区2020年第一季度享受技能提升补贴人员名单
制表单位：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 时间：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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