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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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坐落在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区，主要生产

美国第二大运动鞋品牌——斯凯奇订单。因 2021年订

单充足，公司将扩大生产成型流水线，现面向市场招聘大
量制鞋技术工和普工。如有意愿，请与我们联系，欢迎您
的到来！

招聘岗位

冲裁岗位

针车岗位

电脑车岗位

成型岗位

品管岗位

薪资待遇

4000～10000元/月

4000～12000元/月

4000～12000元/月

3700～7000元/月

4000～5500元/月

正式工入厂补贴

熟练工800元/年

2000～2600元/年

1000元/年(不含学徒工)

1500～2200元/年（按工种）

1000元/年(技术熟练)

招聘岗位及待遇：

联系方式：
行 政 ：张 经 理 13959526153；，郑 小 姐/苏 小 姐

0594-6796611；
针车：李先生 19105946326；
裁断、手工：方小姐 13959529919；

成型：张先生 8760530256；宋先生 15559522816；李
先生 15160248040。
地址：莆田市华林工业区新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莆田汽
车站乘坐2路或华亭车，莆田火车站乘坐501路、551路
均可直达）

福建省新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0月，现注册资金 1068万元，为
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会员、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会员。

公司现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监理乙级资
质，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资质，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房建监理乙级资质，市政、房建、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承包贰
级，城市园林绿化叁级资质、造价咨询、市政道路设计等
资质，注册商标为“闽路通”。

岗位1：工程设计毕业生（5人）

岗位概述：从事公路桥梁、市政等设计；
任职资格：交通类或土木类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
薪资待遇：底薪+抽成，五险一金，双休，国家法定节

假日，包住等。

岗位2：造价员（3人）

岗位概述：工程咨询，从事预结算、审核等；
任职资格：一年以上工程造价经验，可独立预结算、

审核；
薪资待遇：底薪+抽成，五险一金，双休，国家法定节

假日，包住等。

岗位3：监理员（2人）

岗位概述：房建、市政、公路工程等监理项目；
任职资格：工程类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生；
薪资待遇：薪资面议，月休四天，五险一金，包吃包住

等。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大楼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17759841031（微信15080352402）
邮箱：972720915@qq.com

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万科物业是我国首批上市公司（股票代码A00000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下属机构，1992年 1
月在深圳注册成立。服务项目包括高层、多层住宅、别

墅、写字楼、社区商业、政府公共物业等类型，业已发展成

为国内高服务品质及客户口碑的物业服务领航企业。

一、安全员
任职要求：

1.年龄18-40周岁，服务意识强；

2.净身高1.70米以上，无近视，无纹身，体形标准，身

体健康，能吃苦耐劳；

3.退伍军人或有保安经验者优先考虑。

福利待遇：

1.转正到手月薪4700～5400元，两班倒，每天工作12
小时，月休3天；

2.通过公司星级考试可额外享受星级津贴；

3.工作每满半年，享有司龄奖金；

4.每年5月-10月享受防暑降温费，提供降温饮品；

5.提供员工宿舍，配有免费wifi、空调、热水器、洗衣

机及置物柜等；

6.入职满一年，享受带薪年假；

7.入职享受五险，满一年享受公积金待遇。

二、机电维修员
岗位职责：

1.主要负责小区内设施设备日常维修及保养；
2.负责业主户内家政维修服务；
3.负责项目水系、电系统的日常运作；
4.负责项目突发停电、停水、爆管、停梯等突发事件处理。

任职要求：
1.年龄18-40周岁，中专以上学历，持电工上岗操作证；
2.熟练弱电各项操作，1年以上工作经验；
3.态度良好，服务意识强。

工作时间：
日工作时间9∶00-18∶00，月休4天。

福利待遇：
1.薪资转正不低于 4000元/月，提供五险一金、商业

保险；
2.每年 5月-10月享受降温费 100～200元/月（根据

岗位确定），提供降温饮品；
3.夜间值班享受每日50～100元津贴；
4.入职满一年，享受带薪年假；
5.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6.每年员工不低于一次户外活动，节日不定期开展

相应员工活动。
联系人：李女士 18650253589

厦门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1.莆田市赶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课程顾问、市场经理、电话销售、招生老师

联系方式：17759846674
2.莆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岗位：健身中心服务员、各部门实习生、强电/弱
电工

联系方式：15160280727
3.莆田壹零贰陆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厨师、安保、服务员

联系方式：15213220132
4.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药品区域经理、财务会计、电商运营

联系方式：13859880801
5.莆田中联信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房产销售

联系方式：13107631968
6.福建东南保安守押有限公司

岗位：银行监控男女保安、秀屿码头门卫

联系方式：13860928357
7.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外派业务员、鞋胶业务员

联系方式：17359425332
8.莆田市瑞蓓丝织带饰品有限公司

岗位：品管员、花饰作业员

联系方式：18950722514
9.莆田市奋道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营销顾问、营销经理

联系方式：13348328341
10.福建省天林茶业有限公司

岗位：品牌总监、产品包装设计

联系方式：15060336856
11.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前台、安保、外联主任

联系方式：0594-6903556
12.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分校校长、作业辅导老师、小学数学老

师、小学作文老师、初（高）中英语老师、小学英

语老师（周末兼职）、硬笔书法老师、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18030337319
13.莆田洛克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客房领班、酒店前台/收银、客房服务员/清
洁员、储备干部（客房）

联系方式：18020611755
14.莆田市澳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普工、办公室助理、质检

联系方式：0594-2720150
15.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经理、采购主管/经理、总经办职员、收

银员、客服顾问

联系方式：18059506974

16.莆田市顺飞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会计、销售经理、外勤会计、出纳、销售

主管

联系方式：13799622158
17.莆田市华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cad平面绘图员、业务员、中央空调安装工、

工程监理/工程管理/现场负责人

联系方式：13850227188
18.福建省隆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助理、仓管员、普工、电焊工、搬运工/
技术工

联系方式：13515036098
19.莆田市华达广告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广告雕刻/喷绘技工/学徒、收货/普工/生
产内勤、市场营销/企业策划、业务员/市场拓展

联系方式：13905047087
20.莆田市鑫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弱电施工技术员、智能化设计师、项目经理

联系方式：18959530600
21.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公司保安、针车品管、行政人

事专员

联系方式：15105921247
22.福建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干部、操作工、会计、助理

联系方式：13860976625
23.莆田市城厢区希邦雅口腔门诊部

岗位：办公室文员、前台、客服、护士

联系方式：13599008778
24.莆田雷霆猎鹰射击俱乐部有限公司

岗位：研学教师、企划主管、文案策划、销售总监

联系方式：15960509617
25.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储备主任、储备店长、店长助理、门店综合

主管

联系方式：15260953760
26.莆田市瑞斯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临床医师、病案室人员、药技师

联系方式：18149641450
27.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精品顾问、钣金中工

联系方式：18850900635
28.莆田积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店长、置业顾问、财务、人事专员

电话：15260557552
29.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工程师、收银员、电子普工、操作工

联系方式：0594-2651383
30.福建省万晨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地产客服专员、莆田置业顾问（销售人员）、

小区电工

联系方式：18030335883

莆田市城厢区鑫锋鞋材加工厂：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杨云坐诉你厂关

于劳动报酬争议一案［闽莆城劳仲案（2021）
018号］，因无法找到你公司办公地址，也无法
联系到你厂负责人李建锋，现依法向你厂公
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等材料”，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该案
本委定于2021年5月11日上午9点进行开庭
审理，本委仲裁庭位于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

大道 60号城厢区人社保障综合楼 2楼，请你
公司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审理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开
庭后 10天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对本
委作出的裁决结果不服的，应及时向人民法
院起诉。本委联系电话 0594-2670178，联系
人潘先生。

特此通告。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3日

公 告

莆田市芭芘娱乐有限公司：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颖、吴爱玲诉

你公司关于社会保险待遇争议一案［闽莆城
劳仲案（2021）019号］，因无法找到你公司办
公地址，也无法联系到你公司法定代表人，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申请人提供的证
据等材料”，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该案本委定于2021年5月10日下午
3点进行开庭审理，本委仲裁庭位于莆田市城

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城厢区人社保障综合楼
2楼，请你公司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期限为开庭后 10天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对本委作出的裁决结果不服的，应及时
向 人 民 法 院 起 诉 。 本 委 联 系 电 话
0594-2670178，联系人潘先生。

特此通告。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3日

公 告

福建省觉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翁杰和林李锋两

人诉你公司关于劳动报酬争议一案［闽莆城
劳仲案（2021）027号和035号］，因无法找到你
公司办公地址，也无法联系到你公司法定代
表人，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申请人
提供的证据等材料”，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该案本委定于2021年5月
11日下午 3点进行开庭审理，本委仲裁庭位

于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城厢区人社
保障综合楼 2楼，请你公司准时到庭参加庭
审，逾期不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 10天内，逾期不
领取即视为送达。对本委作出的裁决结果不
服的，应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本委联系电
话0594-2670178，联系人潘先生。

特此通告。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3日

公 告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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