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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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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老大（福建）食品有限公司隶属海源集团，致力
于海鲜调味品、海洋休闲食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坚持
非味精、鸡精的绿色增鲜调味新理念，产品获得专利
28项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以“调味生鲜、一路领鲜”
的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健康调味服
务。公司产品包括：蛤晶、蛤油、蚝油，花蛤罐头及适
用于各类风味火锅、炖品、烧烤、酸菜鱼、汤面、中餐等
餐饮的调味料。
招聘岗位：

1.营销管培生 5个（可接受出差及短期外派）

一、薪酬待遇：5000～7000元/月，转正以后交五险。
二、岗位职责：

1.根据岗位的具体要求，学习专业知识和营销技
能；

2.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源，通过多种渠道或方法与
客户进行沟通并尝试开发；

3.有效维护客户资源，整理重要信息并反馈；
4.努力完成业绩指标，达成各项绩效考核标准；
5.能接受外派到其他大区驻地工作。

三、岗位要求：
1.应届毕业生，优秀的大专以上学历退伍军人优

先录用；
2.良好的沟通技巧，适应能力强。

2.研发助理（3000～4000元/月）

一、岗位职责：
1.协助部门研发辅助工作事宜；
2.协助研发的文档签署、管理以及流程状态的跟

踪；
3.协助做适当的部门管理统计工作。

二、岗位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食品科学、食品营养类相关专

业；
2.优秀应届毕业生，1年及以上食品从业、开发经

验者优先；
3.抗压性强，做事积极主动且负责任；
4.有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有团队合作的精神。

3.平面设计（4000～6000元/月）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宣传资料设计、产品照片拍摄、图片优

化处理；
2.负责公司新产品包装设计及印刷后期跟踪；
3.负责公司品牌宣传平面设计及画册设计；
4.负责协助相关人员完成策划案中的设计部分；
5.负责公司宣传品印刷供应商的价格、材质确认；
6.负责各种活动所用到的宣传海报和一切宣传设

计。
二、岗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2.基本功扎实，熟练掌握图片制作软件；

3.思维活跃，富有创意，善于色彩搭配；
4.具备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理解力；
5.具备较好的审美能力、独特的创意、扎实的美术

功底。

4.在校平面设计实习生（1000～2000元/月）

一、岗位职责：
1.配合设计师完成相应工作；
2.协助设计师完成所需素材、物料等设计及制作；
3.协助完成公司所需海报设计、名片设计、线上线

下活动物料等平面类设计工作。
二、岗位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美术设计类及相关专业，能全
职实习两个月以上；

2.熟练使用 photoshop、AI、CDR 等设计常用软
件，会使用AE、Flash者优先考虑；

3.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和美工经验，具备合作精神、
敬业精神，工作细心、责任心强，善于与人沟通，热爱
本职工作；

4.免费提供食宿，毕业后有评估转正的机会。

5.采购
一、岗位职责：

1.负责新产品原材料的供应商开发和评审；

2.了解所负责物料的规格型号，熟悉所负责物料

的相关标准，并对采购订单的要求、交期进行掌控；

3.熟悉所负责物料的市场价格，了解相关物料的

市场来源，降低采购成本；

4.跟催相关部门对样品的确认结果并交供应商；

5.配合工厂部将原材料采购到位，确保生产顺利

进行，做好物料交货异常信息反馈日报表；

6.对采购的物料进行重点跟进并及时解决到料异

常，积极跟踪供应商品质改善，将供应商回复的结果

及时反馈到各部门；

7.负责来料品质异常的及时处理及预防措施跟

进；

8.负责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沟通与交流；

9.配合财务和供应商做好对帐工作；

10.负责线上和线下采购。

二、岗位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采购、物流相关专业；

2.具备 1年以上采购工作经验，熟悉采购工作流

程，具备市场调研能力；

3.熟悉相关合同条款，能制作商务招标书以及合

同书；

4.工作认真、具有责任心。

福利：五险，包吃包住，节假日放假，定期团建等。

招聘电话：13030869875

办公地点：莆田市海源国际大酒店

蛤老大（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政 策 问 答

问：哪些企业可以申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

答：政策针对在莆田市范围内，吸纳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或湖北籍劳动者）及登记失业半
年以上人员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
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参照省人社厅、省财
政厅、省税务局《关于印发<福建省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的通知》中有关中
小微企业认定办法执行。

问：满足条件的企业具体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对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
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及湖北籍劳动者、签
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的，招用每名毕业生（或湖北籍劳动者）给予企
业一次性1000元吸纳就业补贴，同一名毕业生
在不同的中小微企业只享受一次补贴政策。

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且
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的，给予15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以上补助条件中毕业年度是指2020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
问：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需要提交哪些材

料？
答：符合申报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按照属地

向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报补
贴，提供以下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新吸纳人员的身份证、毕业证、劳动合

同、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凭证、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纳记录（对应申请企业，至少 1个月记录）
及失业登记证明（仅失业人员申请提供）等材料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中小微企业一次性补贴申请表》；
4.《中小微企业一次性补贴花名册》。
该项政策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执行，有效

期至2020年12月31日。
其他咨询事宜可联系莆田市城厢区劳动就

业中心，电话：0594-2693960。

城厢区中小微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

1.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投标文员、建造师、项目安全员、收银员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2.莆田市博晟鑫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美工、亚马逊运营、亚马逊产品开发

联系方式：17040494644
3.莆田峻茂进出口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客服、外贸业务员、外贸助理

联系方式：13666904746
4.莆田市生众光电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德语翻译、外贸英语客服、文员

联系方式：15080399452
5.莆田市城厢区鼎旺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文员、社群运营主管、采购主管

联系方式：18159390508
6.莆田市联怡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网店店长、采购文员、仓管、淘宝运

营助理

联系方式：18059911507
7.莆田市安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前台文员、客服经理、保洁阿姨、服务顾

问、机修、仓库配件员

联系方式：0594-6971910
8.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水性胶销售总监、业务精英、人力专员、

网络营销

电话：17359425332 龙女士

9.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汽车销售、收银员、汽车电销专员

联系方式：18850902630
10.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药品销售、设备维修员、淘宝

主播、电商平台OTC主管

联系方式：13859880801
11.福建集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经理、会计、人事行政/人力资源

专员

联系方式：15759902912 张女士

12.莆田市华友机车销售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摩托车维修师傅、售后文员、

批发业务员

电话：0594-2526000
13.杰讯光电（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主管、操作员、品质部主管、技术干部

电话：18959591539
14.福建硕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审计、组训讲师岗、预算员（消防安装

类）、商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0594-2702002 林女士

15.福建省易太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人力资源经理、信息技术总监、企划设计

联系方式：0594-2930003 方先生

16.中建启鑫（福建）建设有限公司
岗位：水利施工员、会计、出纳、建筑商务经理、

测量员

电话：13950731565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华东大道696号
17.福建人和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一级消防工程师、消防设施操作员、工程

师助理

电话：0594-2609333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三迪国际公馆

2303室
18.锐马（福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软件工程师、人事行政文秘、行政外

联主管、区域销售

经理电话：0594-6732803

地址：莆田华林经济开发区华汇西路1829号西

浦小学旁

19.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安全员、施工员（实习）、建造师（一

二级）、投标文员

电话：0594-6755566
地址：莆田市喜盈门国际大厦2#楼6层
20.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监理员/监理工程师、造价员（师）/预算员

（师）、项目司机、公路监理工程师

电话：17759841031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胜利南街1899号

商务大楼13层
21.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设计专员、文案策划、电气工程师、电商

运营、总裁办专员

电话：13959585320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济开发区西沙村西

埔999号（22、2、156路车可直达）

22.莆田市烛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工程师、专利工程师（机械）、专利工

程师（电学）、专利工程师（计算机）

电话：18650277597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济开发区

23.莆田市九龙谷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助理、外联经理、营销中心-计调、营

销副总（九龙谷）

电话：0594-2811008
地址：莆田常太镇溪南村

24.赛博思（莆田）钢结构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车间主任、质检员、铆工、二保焊焊工、钢

结构拆图/预算员

电话：17398330809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太湖工业园区柯朱

街368号
25.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污水处理员、人事行政专员、养殖场场

长、品管化验员/内勤、风投管控

电话：0594-6903556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路天怡现代农业发展

公司（乘坐22/28路公车至下花路口站）

26.莆田市城厢区启赋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特殊教育个训、言语老师、特殊教育融合

老师、招生专员/市场专员、校长

电话：0594-2512889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福兴路848号
27.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开单员（客服）、药品采购员、药品销
售总监、人力资源部经理、董事长助理
电话：0594-6708723
地址：莆田市胜利南街 1666 号神威办公楼第
四层

28.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现烤学徒、生产员工、成品仓统计员、生
产配料员
电话：0594-2655555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区山牌村

29.福建汇友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程序员 php、美工、H5前端开发、H5游戏

开发工程师、WEB程序员

电话：13599532246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永新路汇友小区1号楼301
（南门海事局旁）

30.莆田市工程地质勘察院
岗位：文员、岩土工程勘察技术员、试验员

电话：0594-2692788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81号凤凰花园
2205号

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因订单需求，需招聘版
助1名、船务1名、食堂阿姨1名、保安1名、针车巡
检2名、成检5名、仓检1名、裁皮机手5名、点检5
名、副料机手5名、拉料员1名、单双针数名、针车
手工数员、电脑车10名、削皮5名、手工印刷2
名、压标3人、缴库员1名、搬运工1名、仓储课外
事员（限女性）1名。

女：18-50周岁，男：18-55周岁，男女不限，身体
健康。
一、工资待遇

1.版助1名：薪资面议。
2.行政：食堂阿姨1名：3200元/月；保安：3300元/月。
3.品管：针车巡检2名、成检5名、仓检1名：薪资面

议。
4.业务：船务：4500～5000元/月。
5.针车：单针数名、双针数名、手工数名：薪资

面议。

6.裁断：裁皮机手5名、点检5名、副料机手5名、拉

料员1名：薪资面议。

7.电脑：电脑车10名：薪资面议。

8.手工：削皮 5名、印刷 2名、压标 3人、熟手计件：

薪资面议；压标培训：2900～3000元/月；缴库：4000～
4200元/月。

9.储一课：品检2名：3800～4000元/月。

10.仓储课：搬运工 1名、外事员（限女性）1名：薪

资面议。

11.高频：挂钉数名、高频机手数名、印刷2名、品检

1名：薪资面议。

二、工作地点
莆田市华林工业园区荔华西大道1116号（莆田汽

车站坐2路、28路、101路、102路、152路、156路可直达

公司）

三、报名联系方式
行政部：0594-2031681

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一、公司简介
亚明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通过

国家工信部“两化”（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
定的中式菜肴生产标杆企业，是首届中国中式菜肴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承办单位，中国《预制包装菜肴》团体
标准执笔单位，中国《冷冻冷藏食品术语与分类》团体
标准起草单位。

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弘扬中华餐饮文化，创新发展
中式菜肴标准化，用匠心铸就亚明品牌，致力提升中华
民族餐饮影响力，把“百亿营收，千亿市值”作为公司阶
段性发展目标，立志创建“利于员工、利于客户、利于行
业、利于社会”的百年亚明品牌，从而达成公司“双百目
标”，力争打造绿色健康、优质高效的我国中餐标准化
产业基地。
二、招聘需求

计件工资 100 人、11 小时/天、月休 2 天，平均

4000～8000元/月，多劳多得，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计件工资岗位：锯骨切片工20名、刀工组10

名、去皮组5名、分割组5名、定量包装工30名、
排包组5名、打包组5名、腌制工5名、熟制车间
15名。

计时工资 3人：4000～5000元/月，身体健康，无

传染病疾病。

提台管理员、精品挑选工：年龄18-50周岁，男

女不限，15元/小时、11小时/天，月休2天。

三、储备干部15人
要求：食品专业本科以上学历15名，男女不限。

四、上班时间

月休2天、11小时/天，07∶50-12∶00、13∶00-18∶00、
18∶40-21∶00，公司免费提供食宿。

五、联系电话

18250539288 尤先生、13860979348 陈先生

路线：莆田市区乘坐2、22、28、101、102、155、156路

车到快乐农庄下一站下车（日山电子前一站）后，往马

路对面即可见到厂区巨型广告牌。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普工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