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城厢工作站

城厢区网上人才市场：cx.hxrc.com

服务热线：0594-220082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和稳定就业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定社会就业方
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就业，助力民营
企业稳产达产，维护城厢区经济社会和
谐稳定，区人社局决定举行以“保障民企
用工，促进稳定就业”为主题的 2020年
城厢区民营企业稳就业专场网络招聘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5月19日—6月8日
二、活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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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办单位：城厢区职业介绍服务中

心、城厢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技术支持：福建海峡人才网络资讯

有限公司
三、参会对象及规模
1.城镇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精

准扶贫对象、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及
贫困家庭未就业大学生及其他各类
人才；

2.各类有紧急招聘需求的50家城厢
区民营企业。

四、活动平台
活动平台：中国海峡人才网城厢频

道（cx.hxrc.com）
活动页面：http：//app.hxrc.com/ser⁃

vices/rcjlh/web.aspx？rq=2868
五、参会办法
用人单位在报名时间段内（使用

电脑）登录上述活动页面，按照以下
方式参与：预定展位→注册企业会
员→上传证件等待审核→审核通过
后，录入面向毕业生的招聘岗位→
显示企业信息→登录企业账号后台
可查看投递简历、在线文字交流及
视频面试。

求职者在活动时间段内（使用电
脑或手机）登录活动页面，按照以下
方式参与：浏览招聘信息→投递简历
（使 用 已 有 账 号 登 录 或 新 注 册 账
号）→等待面试通知（电话、在线文字
交流及视频面试）。

（一）企业报名及面试操作指南：
http：//www.hxrc.com/zpgg/2020a/

manual/maincom.html
（二）个人求职及面试操作指南：
http：//www.hxrc.com/zpgg/2020a/

manual/mainperson.html
六、其他事项
1.本次招聘会为公益性招聘会，不

收取任何费用；
2.线上招聘过程中不得出现虚假、

超高薪资、传销、带歧视字眼等信息，一
经发现，取消本次及后续本局举办的所
有招聘会参会资格。

七、联系方式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分部（城厢

工作站）
联系人：柳先生
电 话：18965831625
（如需帮助，请在工作日 8∶30-11∶

30，15∶00-17∶00间拨打）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5月18日

关于举办2020年城厢区民营企业稳就业专场网络招聘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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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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福建省莆田市华宇鞋业有限公司与中
科院福建物构所联合创办的一家集科研、
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由中科院福建物质结
构研究所研发的水性聚氨酯鞋用胶，简称水
性PU鞋用胶。公司承担的国家“863”计划工
程重点发展项目，开发生产环保型、高性能水
性聚氨酯胶黏剂，产品不含有机溶剂、黏接性
强、无毒害、无气味、无燃爆危险、无污染，对
人体和环境友好，且不易损伤被涂饰鞋的表
面，适用于易被有机溶剂侵蚀的材料黏接，是
目前发达国家广泛推广使用的鞋用胶黏剂。
产品成果已通过中国科学院著名院士及专家
鉴定意见。

一、外派业务员
1.男女不限，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2.善于与人沟通，反应敏捷，工作有积

极性，有良好的谈判沟通技巧和售后服务意
识；

3.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具有团队精神。

二、水性胶销售人员
1.有2年以上销售经验者优先；

2.性格开朗，有较强的交际能力，良好的
服务意识；

3.有较强的现场技术指导经验，熟悉各类
鞋材及水性胶的用途、性能。

三、企划专员
1.新闻、广告专业，有文案策划相关经验

者优先；
2.性格开朗，团队协作能力强，有一定的

文字功底。

四、行政专员/文员
1.负责公司的档案文书管理，负责相关会

议的组织，以及会议决议的督办事项，完成总
经理下达的工作事项；

2.完成政府政策项目申报、证件换证、荣
誉申请等对外工作；

3.负责相关政府部门的报表填报，及有关
部门系统平台数据的填报；

4.协助人事完成招聘工作。
公司官网：http：//www.zkhycn.com
简历投递邮箱：cnzkhy@163.com
联 系 人：龙女士
联系电话：17359425332、0594-2572888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济开发区

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3年，位于福建省莆田市
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区内，是一家集“酒店速
冻菜肴标准化”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中
式菜肴品牌，拥有中式菜肴标准化生产的第
一发明专利，是中国首家通过国家工信部

“两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
的中式菜肴企业，是福建省中式菜肴标准化
生产标杆企业，是“2017 年食品工业企业诚
信管理体系建设示范企业”，是“2016—2017
年度中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是中国
预制菜肴团体标准的制定、拟定单位。

一、食品工程师/技术员3名
岗位要求：生物或食品相关专业，硕士或

以上学位。

二、设备技术员2名
岗位要求：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硕士

或以上学位。

三、总裁助理（分管运营）1名

岗位要求：人力资源或管理学相关专业，

博士学位。

四、总裁助理（分管营销）1名
岗位要求：管理学、市场营销或经济学等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五、税务会计1名
岗位要求：会计或财务专业，硕士或以上

学位。

六、食品、药品专业30名
岗位要求：食品或药品相关专业，本科或

以上学历，从事技术开发、品控、现场管理等

职业方向。

福利待遇：薪资面议，提供食宿，有五险一金。

网 址：www.yamingsp.com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

（快乐农庄斜对面）

联系人：何先生 15860025033（微信同号）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
田分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1月，位于莆田市城
厢区华亭镇霞皋村华林工业园，自 2010 年
起，连续十年被莆田市城厢区政府授予“莆
田市纳税大户”称号。三利谱光电研发实力
雄厚，拥有约 4000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及国内
最早从事偏光片技术研发的团队，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在 深 交 所 上 市 ，股 票 代 码 ：
002876。现有光明工厂、松岗工厂、莆田工
厂、合肥工厂。

目前，莆田分公司因发展势头良好，正进
行扩厂建设，我们诚邀拥有梦想并锐意进取
的您，加入三利谱，在发展中国民族品牌的舞
台上尽情激扬青春，激发潜能，成就团队，成
就自我。

一、工程师若干名
岗位要求：

1.本科或以上学历，年龄20-40周岁；
2.有3年以上电气、设备相关岗位经验；
3.持有高压电工证等相关岗位证书；
4.熟悉电气标准，熟悉PLC、变频器、空压

机等设备使用。

二、技术员若干名
岗位要求：

1.大专或以上学历，年龄20-35岁；

2.物理、化学、机电、管理等专业优先；
3.整理日常技术资料，从一线岗位做起；
4.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队合作精神；
5.两班倒。

三、普工若干名
岗位要求：

1.初中或以上学历，年龄18-35岁；
2.能适应两班倒；
3.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责任心。

福利待遇：
1.工程师、技术员工资面议，4000～10000

元/月（月净工资）；品检、普工试用期两个月，
3500～4000元/月（月净工资），转正之后4000～
5500元/月。

2.工龄奖：工程师、技术员工作满 6个月
可享受100元/月，满1年可享受300元/月，满

2年可享受 400元/月；品检、普工工作满 3个

月可享受 300元/月，满 6个月可享受 400元/
月，满1年可享受500元/月。

3.可享受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

假、节日礼品、生日礼品、年终奖等福利。

联系电话：人事部 0594-2096111
张先生 13285090912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下花路口
（奥迪4S店后面）中科盛华大院内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金融专员
要求：3年以上工作经验，大专或以上学历。
2.新媒体运营
要求：有2年以上新媒体运营经验。
3.供应链专员
要求：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大专或以上学历。
电话：0594-8987328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市政南广场D区B栋二层

二、莆田市维定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1.导购员
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普通话流利。

2.家居顾问

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普通话流利。

3.家居/室内设计师

要求：会CAD、3DMAX相关软件。

电话：18505948680
地址：莆田市霞林街道荔园东路

三、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莆房网家居网络编辑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新闻、广告等相关专业，熟悉媒体运作

流程。

2.房地产编辑记者

要求：有相关岗位经验，新闻、中文专业优先考虑。

电话：0594-2850002
地址：莆田市荔城中大道1889号4层（市政广场莆田税务旁）

四、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实验室检测员

要求：化学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条件优秀可放宽至

中专学历。

电话：0594-6705641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区支二路2号
五、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1.FQC专员

要求：中专以上学历，鞋类专业。

2.报价核算员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数学、会计类专业。

3.sop制作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鞋类设计相关专业。

电话：0594-2068966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区力奴鞋业

六、福建东南艺术纸品股份有限公司
1.设计师

要求：相关设计专业。

2.环保技术员

要求：环保相关专业。

电话：18905042982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区（东南艺纸）

七、莆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1.生产技术/技术服务
要求：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等相关专业。
2.市场销售
要求：市场营销、广告、管理、物流等相关专业。
电话：0594-5395291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太湖工业园区

八、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JAVA开发工程师
要求：有3年以上使用 Java语言进行网站开发的经验。
2.软件测试工程师
要求：有1～3年Web项目系统测试工作经验。
电话：13599018966
地址：莆田市政府旁（泰安名成）401室
九、华润混凝土（福建）有限公司
1.外检员
要求：高中以上学历，建筑材料、工民建或相关专业。
2.党建专员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经验。
3.行政司机
要求：持C牌或以上驾照。
电话：0594-5329958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太湖工业园区四叉路口

十、凯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1.实习会计
要求：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财务类相关专业。

2.专职安全员
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工程管理、工民建、土木工程等相

关专业。

3.土建预算员
要求：至少 3年或以上的预算编制经验（送财政局审核过

的），能独立完成土建预算。

电话：0594-2619258
地址：莆田市荔城北大道119弄27号皇城水岸1号楼3层
十一、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1.策划专员
要求：食品相关专业优先。

2.品检
要求：艺术设计相关专业。

3.店长/营业员
要求：年龄 18-35岁，口齿伶俐，亲和力强，有 1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电话：18950793157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南园东路荔枝公园左侧

十二、福建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1.市场业务员
要求：行政管理专业，1年以上商贸运营经验。
2.视频剪辑专员
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熟练掌握视频剪辑软件。
3.电商运营专员
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1年以上电商经验。
电话：18950762531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学园南街嘉新建材市场（城厢区人民法
院正对面）

十三、莆田市雷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人事行政专员
要求：行政类专业优先，为人灵活为佳。
2.少儿英语老师
要求：英语专业优先，专业四级优先，有相关工作经验者6级
即可。
3.教学主管
要求：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电话：0594-2273511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联创广场

十四、莆田市立丹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1.策划经理
要求：大学专科（含）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置业顾问
要求：形象气质佳，有房产销售及物业客服工作经验者优先。
3.市场专员
要求：男女不限，广告及房地产相关专业。
电话：13860950315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九华大道666号雅颂居商业2F
十五、莆田市城厢区西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前台
要求：认同西图儿童美术教育理念，有幼儿教学经验者优先。
2.平面设计
要求：艺术设计相关专业。
电话：17720854056
地址：莆田城厢区荔城中大道819号
十六、福建百纳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1.运营专员
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广告专业。
2.销售总监
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5年以上互联网销售管理经验，带过
团队。
电话：18759983383
地址：莆田市荔华东大道530号宏基财富中心

十七、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1.包装采购员
要求：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高中以上学历。

2.针车工
要求：有经验者优先。

电话：0594-2031681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

十八、厦门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1.助理策划师
要求：熟练操作办公软件，具备良好的文字整合能力。

2.销售代表
要求：执行力强，根据项目经理或项目主管安排完成接待与

成交工作。

3.物业工程水电工

要求：年龄55岁以下，有2年以上同行工作经验。

电话：18046108926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明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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