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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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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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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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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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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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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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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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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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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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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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案编辑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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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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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10月 17日是第七个全国扶贫日，莆田市 2020
年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在金保大楼举行，帮助该市更多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活动邀请亚明食品、三利普光电、长城华兴玻璃、钜能
电力、海源酒店等30多家知名企业参加，提供财务、营销、技
工、品控等就业岗位 913个，涵盖机械装备、保险行业、工业
制造、酒店服务、文体教育等多个领域。

招聘会现场，包括贫困劳动力、失业人员在内的 200多
名求职人员与企业进行交流，寻找合适岗位，现场初步达成

意向60多人。同时开展“以工代训”“创业担保贷款”“企业
吸纳就业奖补”等政策宣传，发放人社惠企惠民政策规程汇
编、精准扶贫政策摘要等宣传材料300多份。

此次招聘会由莆田市人社局、扶贫办联合主办，莆田市
荔城区人社局、扶贫办和莆田市城厢区人社局、扶贫办协
办，莆田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人事人才中心、劳动就业中
心、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分部承办。

（通讯员 张印泉 颜晓曦）

帮助更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实现就业
莆田市2020年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举行

问：哪些企业可以申请受影响企业稳
岗返还？

答：受疫情影响，符合以下稳岗返还
条件的生产经营企业（不含国有企业）可
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一）符合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期
间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的通
知》（莆人社文〔2020〕112号）文件规定的
稳岗返还企业。

（二）企业在 2020年 1-6月缴纳失业
保险费满 6个月，至申报受影响企业稳岗
返还时，没有欠缴失业保险费的（不含企
业6月份之后新增人员补报以前月份缴费
的人员）。

（三）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及安全政
策。2019年 1月至 2020年 6月期间，企业
因环保、安全生产原因被列入国家及省、
市、县（区）责令停产整顿名单和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的，不能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四）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净裁员率
标准：

1.疫情期间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的中小微企业，其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2019 年为
5.5%），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根据省人社
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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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人社发
〔2020〕2号）中对“中小微企业认定方法”
进行认定。

2.疫情期间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的参保职工在30人及以下的中小微企业，
其裁员率为不超过企业参保职工总数的
20%。参保职工在 30人及以下的中小微
企业是指月平均参保人数未超过 30人及
以下的企业。

3.疫情期间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的其他类型企业及非疫情期间申请受影
响稳岗返还的所有企业净裁员率为不高
于省下达我市上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
（2019年为3%）。

裁员率计算公式为：裁员率=（2019年
12月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2020年1-6
月份参加失业保险月平均参保人数）/
2019 年 12 月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
100%。

（五）受影响企业在2020年第一、第二
季度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同比下降20%及以
上。

（六）对列入莆田市“白名单”鞋类企
业，在 2020年第一、第二季度应征增值税
销售额同比下降放宽至15%及以上。“白名
单”鞋类企业是指本通知下发之前有关部
门列入莆田市“白名单”企业中的所有鞋
类企业。

（七）企业未享受 2019年度受影响的
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问：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标准是多
少？

答：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莆田市上年
月人均失业保险金 1076元的 6个月金额
（人均 6456元）乘以 2020年 1-6月份参加
失业保险月平均参保人数（向下取整）返
还。

问：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的实施时间
段？

答：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稳岗返还实施
时段为202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连续两
个季度。

问：如何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答：按照属地负责原则，各县(区)人社

部门会同财政、工信、商务、税务等相关部
门进一步优化受影响企业认定、申报、审
核、补贴发放程序等。具体程序如下：

（一）人社部门根据企业参加失业保
险缴费的数据，初步筛选出符合参保、净
裁员率的名单，推送给同级税务部门。税
务部门根据人社部门筛选名单提供企业
第一、第二季度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同比下
降的比例。

（二）人社部门将税务部门筛选出的
企业名单推送给同级发改、工信、商务、生
态环境、应急等相关部门审核，剔除不符
合条件及违法失信企业。

（三）人社部门汇总有关部门审核通
过的企业名单，主动通知企业申报。

（四）企业收到通知后，根据企业自身
意愿向属地人社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2020年12月31日前未提出书面申请的企
业，视为自愿放弃申请本年度受影响企业
稳岗返还资金。

人社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对已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及返还资金向
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
日。

问：企业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应
提供哪些材料？

答：符合政策范围和申请条件的企业
需提供以下材料：

1.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书面情况，应包
括 2019年 12 月、2020年 1-6 月份参加失
业保险月平均参保人数、企业实际缴费总
额及企业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
业岗位措施情况（一式一份）。没有工会
组织的，可由企业书面承诺代替；

2.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望企业申请返还失业保险金审批表（一式
四份）；

3.申领受影响稳岗返还企业承诺书；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 gov.cn/index.html）上 打 印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5.福建省失业保险明细数据管理系统
上导出的企业 2019年 12月及 2020年 1-6
月参加失业保险人员缴费明细情况表。

问：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应如何
使用？

答：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生
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
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问：已享受企业稳岗返还的企业是否
可以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

答：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对已经享
受企业稳岗返还资金的予以扣减。《面临
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申
请返还失业保险金审批表》、《申领受影响
稳岗返还企业承诺书》下载网址：http://
www.chengxiang.gov.cn/zwgk/zcjd/
202010/t20201014_1530405.htm，其 他 业
务事宜可电话咨询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
0594-2693960。

政 策 问 答

城厢区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政策

一、公司福利
1.在校大学生根据实习表现予以发放生活补贴；
2.免费提供市中心住宿，交通便利，配备桌球厅、便利

店、空调、热水器等；
3.免费提供营养三餐；
4.健全的培养机制，轮岗培训、导师指导；
5.转正缴纳五险；
6.每天工作七小时，春节享受十几天带薪假期；
7.工作环境舒适，工作氛围轻松融洽；
8.定期团建，举办下午茶、生日会、野营野炊、聚餐K

歌、集团年会等；
二、招聘岗位

（一）营销管培生（提案大客户经理方向）3000～
5000元/月
岗位职责

1.根据岗位需求，进行 1～2 月总部轮岗培训，6～12
月驻外学习调味品相关专业知识和营销技能（上海、广东、
山东、黑龙江等地）；

2.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或方法与客户
进行沟通并尝试开发，有效维护客户资源，整理重要信息
反馈公司；

3.负责大区文职类工作，如出差报销、客户资料整理、
大区会议安排等。
任职资格

1.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学生干部经验；
2.善于与人沟通，热爱销售工作，对快速消费品、食品

行业有强烈的兴趣和热情，致力在此领域内长期发展。

（二）行政专员 3000～4000元/月
岗位职责

1.差旅费审核，审核出差报销标准及签呈及时对接责
任人；

2.对接总部人员及市场人员相关费用单据审核制作，
钉钉发起现金报销单；

3.展会物料准备，市场人员物料需求，根据物料签呈对
接；

4.根据采购单制作相关入库单和出库单事宜，T+系统
制单打单；

5.展会资料整理汇总给领导，展会内容数据；
6.行政后勤类工作，办公室后勤工作事宜；
7.红头文件起草拟定，会议纪要整理对接领导；
8.出差客户资料整理，销售人员出差申请、出差总结及

宴请申请的审核。
任职资格

1.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熟练办公软件，有相关工
作经验优先；

2.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3.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人事处理能力；
4.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敬业精神。

三、联系方式
招聘电话：13030869875
联系人：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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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