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福建省天林茶业有限公司
岗位：包装设计师、渠道招商经理、招商专员、店长、店助、店员、茶艺师

联系方式：15060336856 柳女士

2.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行
岗位：营销服务部经理、组训讲师岗、业务督导岗

联系方式：13959525359

3.福建东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军事教练、军事助教、市场经理、市场专员、平面设计、视频剪辑、行政文

员、新媒体专员、护士、财务、水电工

联系方式：17326680179（微信同手机号）

4.莆田市智乐未来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策划、美术老师

联系方式：15659551605

5.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老师、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15860062908

6.福建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运营、营业员、企业经理、销售主管

联系方式：18959816507

7.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技术员、品检、普工

联系方式：0594-2096111

8.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岗位：助产士、保洁员、市场专员、麻醉师

联系方式：0594-6971235

9.莆田市新元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采购部助理、业务员助理、货车司机、针车工

联系方式：0594-2078088

10.福州环球优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招生老师、课程顾问、课程咨询师

联系方式：18059929300

11.福建省新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天猫设计美工、天猫运营

联系方式：13950738566

12.莆田诸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主管、外贸美工、客服

联系方式：18959216950

13.莆田市雄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收银财务、产品经理、暑期电脑学徒

联系方式：13666928981

14.莆田市悯浓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运营主管、办公文员

联系方式：15060383888

15.莆田市城厢区味来闽餐厅
岗位：店助、营业出品员、服务员

联系方式：13959525968

16.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化工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普通生产工、财务、行政人事

联系方式：13970253385

17.莆田市凤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安保员、绿化工、招商、保安队长、客服

联系方式：0594-2361811

18.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安保员、现烤学徒、门店店长、生产员工、成品仓统计员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19.莆田市宝宝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健康顾问、幼师、园长、理疗师、游泳抚触师

联系方式：18059505605

20.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岗位：网络客服/新媒体咨询、助产士、B超医生/彩超医生、麻醉师、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0594-6971235

21.福建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线上运营、营业员、活动策划、市场企划主管、育婴师

联系方式：0591-83803829

22.莆田市学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托教辅导老师、语文/托教/辅导教师、小学数学教师、辅导老师、托教主管

联系方式：0594-6921098

23.莆田雷霆猎鹰射击俱乐部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总经理助理、小学数学教师、平面设计、文案策划

联系方式：13358519792

24.环球优路教育咨询莆田分公司
岗位：课程顾问、招生老师、课程咨询师

联系方式：18059929300

25.厦门联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水电维修工、客服员、客服主管、项目经理、多经业务员

联系方式：0594-2510011

26.莆田市凤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置业顾问、房产销售、招商专员

联系方式：0594-6936626

27.莆田裕通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跟单业务、业务助理、平面设计、会计人员

联系方式：13859856161

28.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编辑策划、产品经理、销售总监、系统架构师

联系方式：13599018966

29.莆田天一美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客服专员、材料主管、金牌管家

联系方式：0594-7566566

30.莆田市东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电商客服、材料主管、网络客服

联系方式：15980835358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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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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成立于 1995年 8月，是莆田市华林

工业园区中规模最大的外资企业，专业生产
运动鞋，年创产值 3亿多元。现有员工 2000
多人，来自福建省及四川、江西、河南、贵州、
云南、湖南等地。公司推行人性化管理，以人
为本，打造良好发展平台，表现突出的员工将
获得加薪、升职等机会，极具挑战性！热忱欢
迎您的加盟！
招聘岗位：

针车课：单针数名、双针数名、手工数名
（生手也可以）。

裁断课：熟练裁皮机手5名、点检5名、副
料机手5名、拉料员1名。

电脑课：电脑针车员10名。
成型课：组长 1名、前帮 3名、贴底 5名、

刷胶4名、套楦4名、领料3人、画线4人、底胶

4人、普工15人。
手工课、储一课：削皮 5人、手工印刷 3

人、中仓品检2人、缴库1名、压标3人。
高频：挂丁、高频数名，印刷 2名、品检 1

名、高频补制员1名、激光1名。
仓储课：搬运工1名、办事员1名（限女性）。
品管部：针车巡检2名、成检5名、仓检1名。
开发室：下料员1名、版助1名、技转1名。
行政部：食堂阿姨1名、保安1名。
业务部：船务。

以上职位要求：
男18-60周岁，女18-55周岁，初中以上

文化，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公司提供食宿，
可接受生手，薪资面议，具体来电约面谈，有
意者速联系！

招聘热线：0594-2031681 林小姐、翁
小姐

公司地址：莆田市华林工业园区荔华西大
道1116号（莆田汽车站乘坐2路、28路、101
路、102路、152路、156路车可直达公司）
各岗位招聘联系人电话：

成型一课：刘先生17361113398
成型二课：许小姐13062292312
针一课：伍小姐18974245917
针二课：陈小姐13860922578
针三课：赵小姐18873947378
针六课：钟小姐15285956108
储一课：王小姐13107952961
手工课：王小姐13107952961
裁断课：邵先生13859839160
高频课：何小姐18396048329
电脑课：罗先生15205998185
品管课：王先生18228928498
开发室：杨先生13959573665

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福利：月休5天，法定节假日、六险一金、员工
餐厅、员工健身活动室，员工图书馆、带薪培训、
丰富有趣的员工活动。

【总部地点】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
道1507号方家铺子总部大楼

【涵江工业园】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梧塘镇
溪游村224号方家铺子工业园

【北京分部】北京市朝阳区金泰国益大厦
1110号

【杭州分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阿里中心2
期2号楼神鲸中心103室

联系方式：黄小姐 0594-3601029
招聘微信：fjpzhr2 招聘邮箱：hr@fjpz.cn

方家铺子（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电商运营专员

分销专员

电商客服专员

品管专员

采购专员

电商美工

门店店长/店员

高级餐厅经理/服务员

招聘人数

1

1

3

1

1

2

若干

若干

岗位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子商务专业优先

大专及以上学历，电子商务专业优先

大专及以上学历，电子商务专业优先

本科及以上学历，食品、生物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食品相关专业、英语相关专业优先

大专及以上学历，视觉传达等相关设计专业，1年以上美工设计经验

初中以上学历，有导购经验优先

初中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方家铺子始创于 1906 年，是一家专
注于东方膳养食材的百年老铺，定位于
健康、营养、全面的“私人食养管家”，以
南北干货、粮油米面、滋补健康等产品为
主，服务超过 1000 万家庭，产品长期出口
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

2016 年，方家铺子面向国内市场制
定“ 1+N”企业发展战略；2017 年，方家
铺 子 布 局 国 际 化 业 务 ，拓 展 东 南 亚 市
场；同时，斥资 2 亿打造百亩生态农业
园 ，进 一 步 推 动 品 牌“ 加 工 + 仓 储 + 物
流+农业产业孵化”一体化进程。 2018

年，方家铺子获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 龙 头 企 业 ”、中 国 最 具 价 值 品 牌 500
强。

目前，方家铺子品牌旗下有 10 大产
品类目，细分产品超过 550 款，核心产品
是南北干货、粮油米面、健康滋补食材。

本报讯 9月8日上午，莆田市人社局局长
郑重带队前往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开展“三进
三落实”人社政策宣讲活动。活动响应莆田
市委市政府“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要确保
惠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要求，为企业进行现
场政策解读，力求做到有政策、有资金、有规
程、守底线、能落实。莆田市城厢区人社局局
长沈国发陪同。

此次政策宣讲为系列活动第一站，近 50
家企业、20名毕业生见习代表参加座谈会，发

放宣传材料200余份。
座谈会上，郑重介绍了今年莆田市人社

惠企政策落实情况，以及近期出台的岗前培
训、以工代训、毕业生就业和企业用工保障奖
补等相关政策。市人社局就业科、能建科、养
老科、人才中心等业务负责人就具体惠企政
策进行详细解读，企业代表和见习代表针对
有关问题展开咨询，并对人社部门“三进三落
实”活动表示肯定和赞赏。

郑重指出，实施援企稳岗政策是落实“六

稳”“六保”任务、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人社部
门有责任、有义务将政策送到企业手上，及时改
进宣传方式，调整完善政策措施，让援企稳岗这
一“阳光雨露”真正助力企业茁壮成长，持续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为莆田市“强产业、兴城市、惠
民生、优生态、保稳定、强党建”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莆田市人社局授予向复茂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
人郭继光“郭继光技能大师工作室”牌匾。

（通讯员 叶晋源）

人社政策宣讲进华林工业园

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举办2020年度“莆田工匠”
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莆政办[2020]41号）和《关于兴办城厢区职
业技能竞赛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莆城人社文[2016]119号）文件
精神，我局于2020年8月2日在金海湾举办2020年度“莆田工匠”
技能大赛城厢区“巾帼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现拟对承办企业
莆田康乃馨家庭服务公司一次性补助经费共计88426元。现予以
公示，公示时间从2020年9月10日至9月17日，欢迎广大群众可来
人、来信、来电实名举报监督，监督单位：城厢区职业技能鉴定站，
单位地址：城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监督电话：0594-2688825。

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9月10日

关于拨付2020年度技能大赛就业专项资金补助的公示

名企招聘信息

公司简介：
“莆田大邦”为“一汽-大众奥迪轿车”

莆田区域设施完善、较大规模的奥迪品牌
汽车经销商。品牌精髓——“进取、尊贵、
动感”，遵循奥迪核心理念，致力树立全新
标准，以一流的产品和超凡的服务，满怀热
情地带给客户非同凡响的超值体验。公司
成为区域发展快、效益好、信誉佳的汽车经
销商之一，目前拥有各级技术人员、销售人
员和各层管理人员共计 200 人。“企业之竞
争不外乎人才之竞争”，公司主张以人为
本，重视人才培养和使用，为员工职业生涯
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为员工施展才华提
供大舞台。我们相信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
资产，因此提供富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及
员工福利。1.上班时间：一周 6 天 7.5 小时
工作制，享有相应法定节假日。2.食宿福
利：提供免费住宿，内设独立卫生间、浴室、
阳台、热水器、橱柜，并设有干部宿舍、套房
等。公司自办福利性食堂，免费提供工作
餐。3.其它福利：员工享受五险、满勤奖、
工龄奖、带薪休假、婚假、产假、免费体检、
生日礼品等，节假日发放丰富节日礼品，部
门不定期聚餐、拓展、团队旅游等。4.公司
创办羽毛球和高尔夫球俱乐部，丰富员工
业余生活。5.职业发展：公司秉承“合适人
才给机会，潜力人才给平台，优秀人才给空
间”的宗旨，为有志提升自己的职员及储备
干部提供良好的教育培训机会及公平、广
阔的晋升机会。

一、前台
职位概述：

1.负责来访客户的接待、基本咨询和引
见；

2.负责及时填写客流量登记表；
3.负责严格执行公司的接待服务规范，

保持良好的礼节礼貌；

4.负责跟保安保持沟通，对保安呼叫的

看车客人热情接待；

5.负责展厅内环境和硬件管理及维护；

6.负责展厅顾客的引导和服务；

7.负责协助销售顾问专员和试驾体验专

员业务开展；

8.负责上级及总经理安排的其他事件。

职位要求：
1.女，形象好，气质佳；

2.较强的服务意识，熟练使用电脑办公

软件；

3.具备良好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负有

责任心，性格活泼开朗，具有亲和力；

4.普通话准确流利。

二、计划员
职位概述：

1.奥迪厂家相关文件的上传与下达；

2.根据公司年度目标，为销售管理层收

集基础数据、提供数据文档并细分销售数

据，基于考虑每种车型的选装配置比例，协

助销售管理层确定进货计划；

3.记录定单更改情况；

4.管理首次登记文档工作计划；

5.记录并核查库存车辆和展车情况；

6.档案维护。

职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优秀应届生

优先考虑；

2.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对数字敏感，做事

认真细心；

3.思维敏捷，耐心，有团队合作精神。

三、收银员
职位概述：

1.负责4S店新车销售、车辆维修业务、有

关客户营业款收取及结算，为客户提供快速

准确收款服务；

2.在提供收款服务同时，审核所收款项
对应业务单据真实性和合理性；

3.负责机动车发票开票系统（防伪税控）
及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系统的开票操作；

4.负责操作车辆维修业务的结算；
5.编制收银日报表进行每日核对；
6.负责将每日所收到的现金营业款在当

天营业结束前与出纳进行交接，保证款项的
安全性及原始资料的交接完整性；

7.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职位要求：

1.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2.有很强的责任心、团队合作及财务（收

款结算）风险防范意识；
3.适应结算工作压力、心思细腻，头脑灵

活、沟通能力强，形象好，懂得基本的商务礼
仪。

四、机修中工
职位概述：

1.掌握各种汽车保养相关技术，检测和
维修汽车；

2.负责工序自检，确保车辆维修进度和
质量；

3.负责个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工作。
职位要求：

1.半年以上汽车维修工作经验，可招收
优秀毕业生；

2.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良好的语言表达
能力，能与客户和技术部门良好沟通当前作
业事项；

3.身体健康，有驾驶证者优先。
公司福利：

五险、满勤奖、餐补、包住宿、专业培训、
定期体检、带薪年假、员工旅游。
联系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华

林工业园区下花路口
联系电话：0594-2351900、17705040058

莆田市大邦太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