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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莆田市人社局组织三棵树、华峰华锦集团、
佳通轮胎等19家知名企业，赴闽南师范大学参加2021届毕业
生春季大型校园双选会（如图）。

此次参会的莆田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涵盖加工制造、教

育教学、批发零售等行业，提供就业岗位 880多个，收到简历
230多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0多人。参会的4所莆田市民办
学校，颇受毕业生欢迎，其中莆田市城厢区砺成中学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20人。 （通讯员 傅飞鸿 颜晓曦）

城厢区企业赴闽南师范大学招聘毕业生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名企招聘信息

福建东瑞制药有限公司前身是兴安药

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0月，2019年

5月由东瑞制药（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主板

上市，中国化学制药百强企业）以4.36亿港

元全资收购，2020年3月2日更名为福建东

瑞制药有限公司。

凭借东瑞制药品牌优势及市场运作能

力，企业发展势头迅猛，2019年产值达11709
万元，纳税4779万元。公司2019年被评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

多年被授予莆田市纳税大户、一等奖。

公司始终以致力人类健康事业为己

任，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前瞻性的思

维，持续技术创新，不断为社会提供安全有

效的药物，力争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

心血管（降三高）生产企业。现因生产需

要，广纳各界有识之士加盟，共创伟业。

招聘岗位1：QC（1人）

岗位描述：
负责样品检验、实验室仪器维护等。

任职资格：

本科以上学历，化学分析、药学、生物

技术相关专业，有药品检验工作经验者优

先；工作认真细心，具有较好的动手和处理

数据能力。

招聘岗位2：QC实习生（2人）

岗位描述：

协助QC人员进行实验等常规操作。

任职资格：

专科及以上在校生，药学、化学分析、

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

招聘岗位3：QA（1人）

岗位描述：
1.敢于坚持原则，熟悉业务，有一定的质

量管理经验，对产品质量负管理和监督责任；
2.负责留样管理、GMP文件管理、验证

管理等质量管理工作；
3.定期巡查仓库，发现问题及时请仓

管人员整改，重要问题向QA班长汇报；
4.对药品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请相关人员改正，重要问题向
QA主管汇报，严重问题可直接向质量部经
理汇报；

5.按取样规程对物料、中间产品、成品
等进行取样，包装材料的取样与检验，并按
留样规程留样；

6.按照稳定性考察规程对产品进行稳
定性考察；

7.定期对空气净化系统、水系统、压缩
空气系统等进行监测验证；

8.审核物料批检验记录，审核放行中
间产品，负责检验报告单的分发；

9.审核批生产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调
查处理；

10.监督GMP文件的执行，发现质量
隐患和风险予以纠正。

任职资格：
大专以上学历，药学、化学分析、生物

技术或相关专业，熟悉药品GMP及质量管

理，有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地 址：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荔涵西

大道1399号
联 系 人：曾女士、郑女士
联系电话：0594-2898777

福建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莆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位于莆田市
城厢区灵川镇，创办于 1997 年 1 月 13
日。公司由首批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上市企业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300498）控股，是福建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以养鸡业为
主，实行“公司+家庭农场”的产供销一
条龙经营模式，年设计出栏 1800 万只肉
鸡，集饲料加工、肉鸡养殖和销售为一
体。现因企业发展需要，热忱欢迎您的
加盟。
招聘岗位：

1.生产技术/技术服务2名。要求：年

龄 4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动物医学、
机械机电类相关专业，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责任心强，执行力强，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
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可

优先考虑。首年年薪7万～15万元。

2.水电工 1名。要求：年龄 55周岁以

下，电工技术娴熟，持有电工证。月薪

4500～16500元。

3.肉鸡饲养员10名。要求：年龄18—
55周岁，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月薪4000～6000元，包食宿。

4.饲料厂生产工人 2名。要求：年龄

18—45周岁，男，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责任

心强。计件工资制，月薪5000～6500元。

工作地点：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太湖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594-5395291（徐女士）

莆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福建省红太阳精品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4年，系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总投资3亿多元，占地总面积约65亩，研发
生产“国圣”系列酱菜（芥菜、洋白菜、菜心
等）、海带、豆腐乳、卤蛋等。
招聘岗位：

1.机修 2名，负责机台设备维护维修

等。月薪：4000～6000元；

2.采购专员 1名，负责采购订单管理

等。月薪：4000～5000元；

3.行政人事专员 1名，负责招聘、培

训工作等。月薪：3500～4500元；

4.物控专员 1名，负责生产相关数据

的统计和分析等。月薪：4000～6000元；

5.代工开发专员 1 名，负责代工客

户 维 护 及 开 发 等 。 月 薪 ：4000～8000
元；

6.特通渠道专员 1名，负责产品线上

B2B渠道的入驻和运营等。月薪：5000～
6000元；

7.项目专员 1名，负责惠企政策项目

的研究申报等。月薪：3500～6000元。
福利待遇：

五险一金，提供吃住，节假日福利、生

日福利、父母福利等。

联系人：林先生
电话：0594-3511268、3506121，15160760736
地址：莆田市涵江区高林街1288号（码头村对面）

福建省红太阳精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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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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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岗位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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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莆田市创盟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网络销售

联系方式：18206003207

2.福建省美连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师、创业合伙人、活动策划师、设计

主管

联系方式：13666922156

3.莆田中联信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储备干部、区域助理

联系方式：13559824410

4.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管培生、开发业务员、总监助理、助理、人资专员

联系方式：18150655692

5.莆田市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专员、编导剪辑、盘点专员、项目经理人

联系方式：19959539770

6.火巨品创（莆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设计、运营专员、客服

联系方式：15860003700

7.莆田市城厢区西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教学主管、美术老师、学管主管、文员

联系方式：17720854056

8.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

岗位：市场营销、运营支持

联系方式：0594-2280720

9.莆田市城厢区收获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小学教师（英语方向）

联系方式：13860936173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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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管理师、销售专员

联系方式：15860065939

11.莆田市城厢区明大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课程顾问、教育咨询师，小、初、高中各科教师

联系方式：13338518152

12.福建长青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店长助理、市场营销主管、视频剪辑、门诊经

营主任、收银员、市场专员、护士

联系方式：18050572978

13.福建省中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建筑业财务、建筑企业资质专员、建筑企业招

投标文员

联系方式：18159078818

14.莆田市睿智幼教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课程顾问、亲子老师、托育老师

联系方式：15080142336

15.福建省超然实业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设计、运营、电商财务、亚马逊运营

联系电话：18760580552

16.莆田市科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跨境电商运营、客服、美工、财务主管

联系电话：18050545008

17.莆田市城厢区彰耀九州建材商行

岗位：业务员、店员客服、室内设计、销售内勤、销售

业务、工程管理师

联系电话：18039045252

18.莆田市速广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经理助理、采购人员、文员

联系电话：18650805022

19.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采购文员、预算员、水电施工员、人力资

源专员、建造师、安全员

联系电话：0594-6755566

20.莆田市城厢区恒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建材销售代表、建材导购、行政助理

联系电话：13905043767

21.莆田市易兴康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干部、营销顾问、门店销售、医药代表、中

医理疗师、健康顾问、售后服务人员

联系电话：18205954480

22.福建省汇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商品专员、主管、外贸业务员、外贸专员

联系方式：15659587517

23.莆田市城厢区启赋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招生专员、市场专员、特殊教育个训、言语老师

联系方式：0594-2512889

24.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大底采购员、CI专员、品管组长、仓管员

联系方式：13559808066

25.莆田市城厢区诚正广告店

岗位：智普工、学徒工、广告安装工

联系方式：15205909516

26.莆田市城厢区懿之恋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速卖通外贸业务员、外贸业务员实习、精品亚

马逊外贸专员

联系方式：15160463887

27.莆田市伟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指令核料专员、会计助理、收发料员

联系方式：15260918887

28.莆田市梦想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天猫美工、网络客服、天猫运营总监

联系方式：15860007609

29.莆田市城厢区艺凡摄影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师、摄影助理、视频后期制作

联系方式：0594-2285902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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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