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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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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响应留莆过年，政府补助了1000元，厂里为我们安排年
夜饭、提供文娱场地，还有过节费和开工红包。留这过年，挺好！”
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济开发区的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内，已在生产线忙开的湖北籍员工谭绍正谈起春节就地过年，心里
依旧温暖。

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是莆田市首家专业生产车用尿
素、船用尿素、工业脱硝尿素及配套加注设备等空气净化类产品的
高科技环保企业。得益于春节期间订单充足和工人留岗，该企业
正月初七就实现复工复产，比往年提前了 3天。记者在该公司生
产车间看到，多条智能化流水线马力全开。

“我们的员工正月初八就全部到岗到位，产品当天出货量达
300吨。”该公司副总经理陈巧清说，公司春节期间陆续接到上千吨
订单。政府为支持企业，除了给公司留莆外省员工每人奖补 1000
元外，还在用电增量、产值增效等方面给予相应政策补助。企业十
分有信心完成一季度目标，实现“开门红”。

企业紧抓生产，项目加快进度。莆田市重点民生工程龙德井
片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一片火热景象。自正月初八全面
复工以来，工地上每天都有近百名工人操作工程运输车、挖掘机、
旋挖桩机等特种设备联合作业。下一步，将进行安置地块二、地块
三地下室施工，力争年底完成安置地块二主体结构封顶。

外省籍员工9700多名，留莆过年4100多名、占比超42%；春节
不停工的规上企业6家，正月初八增至54家，正月初十164家规上
企业全部复工，复工时间整体较往年提前 3天至 5天；企业员工复

工到岗率较往年较大提升，部分企业到岗率超 96%……一连串数
据背后，是莆田市城厢区以“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为抓手，
早谋划、早部署，全力推动企业早开工，实现“开门红”的结果。

据了解，城厢区在春节前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接近 15亿
元，作为工程类、民生类、涉企类等各领域的资金补助，为节后企
业复产、项目复工打下坚实基础。春节期间，该区在市级有关惠
企政策基础上，拿出“真金白银”，配套出台区级用电、稳工、促生
产、拓市场等惠企政策，并降低政策申报门槛提高惠企覆盖面；投
入专项资金 870万元组织复茂、向阳坊等 300多家企业参与“全闽
乐购”活动；组织辖区内亚明食品、复茂、沃特等本土品牌参加
2021 年莆田工业名品新春嗨购节，推进企业供需互动，产销并
进。正月初三起，区主要领导带领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走访返
莆、在莆的企业家，围绕企业提出来的用地、用工、融资等一线办
公解难题，推动“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落实落细
落到位。

“仅以促生产为例，我们对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重点企
业，在市级每人每月 300元补助的基础上，额外增补 200元。”城厢
区政府党组成员、华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张伟国说，城
厢区把企业痛点作为政策落脚点，在政策落实中坚持“能早给的尽
量早给、能直达的尽量直达、能简化的尽量简化”，促进企业尽早复
工、满负荷生产。当前，城厢区正聚焦实施“双轮”驱动，扎实抓好

“五促一保一防一控”重点工作，有信心、有底气实现一季度经济指
标和社会发展“开门红”。 （转自《湄洲日报》记者 郑已东）

企业紧抓生产 项目加快进度
莆田市城厢区优化惠企服务政策力促“开门红”

公司成立于 1995年 8月，是莆田市华林工业园区中较具规模
的外资企业。公司专业生产运动鞋，年创产值超3亿多元，现有员
工2000多人，来自本省及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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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优良的发展平台，表现
突出的员工可获得加薪、升职等机会，工作极具挑战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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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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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英语）1名。
采购部：采购员（负责五金、内勤）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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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生手，薪资面议，具体来电约定面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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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均可直达）
各岗位招聘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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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待遇：
工作时间：8小时工作制，单休，女性员工每月享有带薪生理

假；
薪酬福利：极具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年终13薪，带薪年假、缴纳

保险；
培训发展：完善的培训体系，规范的晋升体系，让员工不断进

步发展；

激励体系：加班补贴、大夜补贴、满勤奖、绩效奖、法定节假日
补贴；

员工生活：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住宿环境，成立员工生
活俱乐部，定期举办生日福利、节日庆典、运动健身、观影等员
工活动。
总部地址：莆田市学园南路城厢区法院正对面（文献生活二楼）
联系方式：许女士，0594-2656918、19959539770（微信同号）

福建省文献企业
集团成立于1995年，一
直致力于便利店的连
锁经营与服务创新。
现拥有3家全资公司和
320多家门店，“文献生
活”、“便利巢”直营店、

“快巢”加盟店以及“酒
自在酒超”遍布莆田、
泉州、福州等地区，连
续多年稳居省内便利
店前五榜单。

招聘类别

管培生

运营类

职能类

创业类

岗位

零售运营管培生
人资行政管培生

店长
店员

门店兼职工
副总助理
人事专员

商贸业务专员
水电维修员
合伙店老板

专业要求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文科类相关专业

人力资源相关课程专业

不限

学历不限，持有电工证即可

不限

人数

15人

2人

5人

10人

10人

1人

1人

2人

2人

10人

福建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1.福建万得福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品控部主管、化验员、生产经理、

机修工

联系方式：18950795077
2.莆田市满檀红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运营主管、平面设计师/淘
宝美工/天猫美工、日语翻译、日语客

服、日语运营专员

联系方式：15375983736
3.福建省绿洲超市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主管、电工、市场企划

经理、审计会计

联系方式：15105948990
4.福建联众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智能化项目经理、运维工程师、

NET开发工程师、java开发工程师

联系方式：13626924920
5.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策划专员、生产员工、原料

仓仓管员、成品仓统计员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6.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AGV电气工程师、人资行政高级

主管、普工、品检

联系方式：0594-2096111
7.莆田市古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主管、仓库订货配货员、仓

库文员

联系方式：13410376465
8.福建省莆田市衡力传感器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普工、销售经理、普通车床

工、铣床工、钻床工

联系方式：0594-6282222
9.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市政、公路设计人员、造价员、人

事专员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10.福建小爱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普工、外贸业务员、品检员

联系方式：13959559002
11.厦门联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质检专员、行政专员、业务专员、

工程技师、物业客服

联系方式：13799664445
12.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软件实施工程师、业务代表、企

划文案广告策划、数据库数据处理维

护、软件测试工程师

联系方式：13599018966
13.莆田市城厢区远英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管理培训生、语文教师、数学教

师、英语教师

联系方式：15860065939
14.福建坤英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挡车工、开发跟单文员、挡车工

领班

联系方式：0594-2085565
15.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管培生、IE管培生、版师助理、总

监助理、助理

联系方式：18150655692
16.莆田市三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厢希尔顿逸林酒店
岗位：前台接待、礼宾员、健身中心服

务员、预订文员

联系方式：18039089301
17.莆田智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段视频项目负责人、京东运营、

抖音运营

联系方式：18670541866
18.莆田上德若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代表、客服文员

联系方式：15860025863
19.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网站编辑、微信内容编辑、广告

业务经理

联系方式：18005940365
20.福建省莆田市龙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艺人、运营

联系方式：18750006372
21.莆田中晟进出口有限公司
岗位：鞋类技转专员、新媒体运营推广

联系方式：0594-2528033
22.莆田市众成通信有限公司
岗位：话务员、客服文员

联系方式：13615998737
23.福建江山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商务助理、项目助理、电气工程

师

联系方式：18159007677
24.莆田市城厢区老蒲鲜餐饮有限公司
岗位：服务员、传菜员、海鲜员

联系方式：13959502819
25.莆田壹零贰陆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前台接待、服务员、安保

联系方式：15213220132
26.莆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岗位：礼宾员、总机接线员、前台接待员

联系方式：15160280727
27.莆田市顺飞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出纳、外勤会计、销售

主管

联系方式：0594-2209212
28.福建诚味（易太）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设备经理、品控主任、品管员、储

备干部、渠道经理、培训主管

联系方式：0594-2826669、15659587957
29.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储备主任、客户顾问、社群群主、

加盟店开发主管

联系方式：15205968739
30.莆田市科龙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实验员、报告编写员、设备运维

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2929336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二、福利事项
技能提升：在职培训、学历提升、管理经验分

享、技能培养等；
集体活动：趣味厂运会、公司活动、部门活动、

年度旅游、年终尾牙等团体活动，提供机会出国旅
行；

星级宿舍：提供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阳
台等配套设备；

生命福利：常备药箱，定期铁军跑团运动，爱
惜员工身体，呵护员工健康；

高温补贴：夏季发放降温品、降温费；
其他福利：办理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

等保险；提供生日礼券、节日礼品等；
假期福利：带薪年假、体贴病假等更多福利。

三、联系方式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莆田市力奴鞋业

有限公司（市区坐往返华林方向路车均可直
达：2路、28路）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549-2068966、18150655692（微信同号）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
公司坐落在魅力海西新港
——莆田，创办于 1989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鞋制
造、批发、零售的民营企
业。2006年起，与安踏集团
正式携手合作，建立长期稳
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顺
利实现了企业业务拓展和
战略转型。

公司打造现代化花园
式工业园区，占地 80多亩，
为员工营造舒适安全的工
作生活环境，设有便利超
市、员工活动室、篮球场、羽
毛球场、图书阅览室、户外
健身器材等生活娱乐设施。

公司提倡以人为本，推
行人性化管理，以“品质、协
同、创新、共赢”的企业宗旨
和挑战性的薪资待遇吸引
人才，因企业发展需要，热
忱欢迎您的加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招聘岗位

管培生
IE管培生
版师助理

总监助理、助理
订单专员、采购
总经办文秘
体系专员

企业文化专员

需求（人）

10

1

2

5

5

3

3

3

32

2021届秋招专业/方向

企业管理类、工商管理、文史、文秘类

工艺工程类

鞋类工艺与设计

企业管理类、文史、文秘类

经济贸易类、鞋服类

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文秘、人资

企业管理类、文史、文秘类

企业管理类、文史、文秘类

薪资待遇

（元/月）

3500~4500

3500~4500

3500~4500

3500~4200

3500~5000

3700~5000

3500~5000

3500~5000

一、岗位信息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