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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高级商务经理、营销策划、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0594-8987328

2.凯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建筑采购员、专职安全员、市政施工员
联系方式：0594-2619258

3.福建省民众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平面设计、运营专员、采购主管
联系方式：1386091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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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润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岗位：样品针车工、样品鞋成型
联系方式：1386096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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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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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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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3950731565

17.莆田市长信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外贸客服业务员、amazon运营、
Amazon亚马逊运营
联系方式：1395072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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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67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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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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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21.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生产普工（东莞）、生产普工、叉车工、保
安
联系方式：0594-670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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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865027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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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28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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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73983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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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690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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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251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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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670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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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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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3599532246

30.莆田市滨海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拆迁施工技术员员、施工技术员、主办

会计

联系方式：13808599171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为适应区融媒体中心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
人才队伍建设，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员工，具体内容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条件
本次公开招聘 2名员工，具体招聘岗位及条件详

见附件《莆田市城厢区融媒体中心2020年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岗位与条件一览表》。

二、招聘范围及程序
本次公开招聘根据“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

按照发布公告、报名、资格初审、面试、体检、考察政审、
公示、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

三、报名条件
1.应聘者须为国家统招计划内的院校全日制毕业

生；
2.专业按本专科（第一专业）认定；
3.年龄、证书取得等时间截至2020年9月30日；
4.海外留学回国人员须具有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认证的相应学历学位；
5.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工作热情，吃苦耐劳，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6.身体健康，体检符合要求。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1.公布招聘公告
招聘公告在中国海峡人才网莆田频道（网址：pt.

hxrc.com）上发布，公告时间为2020年9月27 日至9月
29日。

2.报名方式、期限、初审
本次考试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公告挂出 3

天后开始报名，报名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9:00至10
月15日17：00。请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海峡人才网
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网址：ksbm.hxrc.com）进行
报名和修改个人信息。本次招聘按照系统报名时间先
后顺序进行网络初审，每个岗位网络初审合格人数与
招收人数达到 10:1时，则该岗位不再审核。每位考生
只限报考1个岗位。应聘人员必须对提交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
聘用资格。因报名资料填写不完善导致初审不通过
的，后果须考生自负，对不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不再另
行告知。

报名时须提交本人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电子版材料。

五、组织考试
1.开考条件。每个岗位网络初审合格人员确定为

面试对象。

2.面试。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分。面试采取结构

化面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考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面试时间和地

点详见面试证。

3.总成绩评定：总成绩=面试成绩，若同一岗位出

现得分末位并列，中共党员（含预备）优先，否则加试职

业倾向测试。

六、体检和考察政审
（一）组织体检
1.参加体检人员的确定：根据招聘职位的计划人

数和总成绩 1:1的比例从符合条件的考生中按高分到
低分依次确定入围体检人员。入围体检人员须进行体
检前资格复审。资格复审合格者确定为体检对象，复
审不合格或弃权者失去体检资格。在职考生必须提供
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或同意辞职的证明，或已解除聘
用（劳动）合同的证明，否则取消体检资格。复审其他
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2.体检时间地点：时间另定，地点在本市范围内随
机选择体检医疗机构（三级甲等）。体检费用由考生自
理，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同放弃资格。

3.体检标准：参考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有关
规定执行。报考者对体检结果有疑义的，可在得知体
检结论的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检，复检只能进行一次，
以复检结果为准。

（二）政审考察
政审考察对象为体检合格人员。侧重于考察思想

政治表现、道德品质,核查是否有不良记录及是否存在
违法违纪行为等。

七、公示、聘用
1.确定拟招聘人选
体检、考察合格者确定为拟聘用人员，在相关网站

上进行公示。
2.办理聘任手续、待遇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

续，享受相关待遇。合同 2 年起签订，试用期为 2 个
月。月工资 3300元（含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部
分）。

八、其他事项
（一）资格审查结果名单，面试、体检具体时间、地

点，聘用结果等公告、通知均会在中国海峡人才网莆田
频道上予以公布，不再另行通知，请考生密切关注，考
生保持通讯畅通，联系方式如有变更请及时反馈，否则
后果自负。

（二）在本次招聘的资格复审、体检、政审、入职等
任意环节出现弃权或不合格现象，则在同一岗位符合
条件的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录用资格：
1.伪造、涂改学历学位及相关资格证书、获奖证明

的；
2.蓄意修改所学专业名称，与毕业证专业名称不

一致，虚报在校成绩的；
3.有其他应取消资格的情形的。
（四）本次公开招聘人才工作由主管部门莆田市城

厢区融媒体中心全程监督，监督电话：0594-2693221。
（五）与本次公开招聘相关事宜可向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莆田分部姚女士咨询，咨询电话：0594-2200017。
（六）本次公开招聘工作的最终解释权归莆田市城

厢区融媒体中心所有。
莆田市城厢区融媒体中心

2020年9月27日

莆田市城厢区融媒体中心
2020年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的公告

尊敬的用人单位：
感谢贵单位长期以来对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大

力支持！为促进我院毕业生就业，我院决定举办 2021
届毕业生秋季网络视频双选会，搭建“网络视频面试”平
台，提供广大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选择的机会。现诚
邀贵单位报名参会，选聘人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第一阶段（单位及学生报名，零散对接）：10月 10

日-10月15日
第二阶段（全员上线，集中视频面试）：10月 16日

9:00-17:00
第三阶段（补充应聘，零散面试）：10月17日-10月

30日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莆田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莆田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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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2020、2021届全体毕业生；
2.各类有招聘毕业生需求的100家企事业单位。
四、活动平台
中国海峡人才网莆田频道（pt.hx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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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m.html
（二）学生报名及面试操作指南：
http://www.hxrc.com/zpgg/2020a/manual/main⁃

per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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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所有招聘会的参会资格。

七、联系方式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分部
联系人：何女士 电话：0594-2694111
（如需帮助，请在工作日 8:30-11:30，15:00-17:00

间拨打）
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

2020年9月28日

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秋季网络视频双选会邀请函

公司成立于2003年，位处莆田市城厢区
华林工业园区内，是一家专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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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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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式菜肴标准化生
产标杆企业，2017年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
体系建设示范企业，2016—2017年度中国食
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中国预制菜肴团体标
准的制定、拟定单位。网址：www.yamingsp.
com。

1.总裁办公室：食品工程师/技术员
3名

要求：生物或食品相关专业，硕士或以
上学历；

2.设备技术员2名
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硕士或以上学

历；

3.总裁助理（分管运营）1名
要求：人力资源或管理学等相关专业博

士学历（专业或学术）；

4.总裁助理（分管营销）1名
要求：管理类或经济类等相关专业，博

士学历；

福利待遇：薪资面议、提供食宿，五险一金

等。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快乐农庄

斜对面）

联系：何先生 15860025033（微信同号）

岗位
名称

新闻传播
人员

播音与
主持人员

备注：
1.各项证书取得时间、工作经验时间、年龄计算时间截至2020年9月30日。
2.专业类别和专业名称参照《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2020年）》。

招收人数

1

1

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新闻采
编与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影
视多媒体技术

播音与主持、主持与播
音、主持与播音艺术、播音与
主持艺术、

年龄要求

35周岁及以下

30周岁及以下
（女）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大专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莆田市城厢区融媒体中心2020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与条件一览表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