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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锐拓科技是一家具有独立自主研发

能力的科技公司，致力于医疗健康和卫
生领域整体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研发维
护。公司秉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发
展理念，凭借先进的技术、完善的产品、
周到的服务，为医疗信息行业做出了突
出贡献，被评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在支持医疗教育工作中，公司为《计
算机应用基础》编写提供素材，该教材由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列入大学教程。

一、软件实施工程师
1.计算机专业，熟悉数据库；2.性格

开朗，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服务意识；3.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适应
一定工作压力，能适应外地出差。

二、软件测试工程师
1.负责 WEB 项目测试工作，保证

产品功能和性能质量；2.能够准确、清
晰地描述 BUG 的产生过程、现象，准
确定位并跟踪，直到 BUG 解决；3.编
写测试用例，完成测试计划，并负责

缺陷的跟踪和管理；4.研究产品的测

试解决方案、测试方法的创新，提升

整体测试效率；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

三、企划文案广告策划
1.负责撰写项目宣传道具、物料文

字以及平面广告、硬广文案的创意撰

写；2.负责公司对外推广、媒体报道的文
稿撰写及创意表现；3.负责公司品牌文
案撰写；4.负责项目宣传策划文案的撰
写及相关计划规划；5.为公司网站及其
他品牌推广做好文字撰写工作；6.负责
项目新闻撰写；7.负责公司各种文字工
作的整理与撰写。

四、产品经理
1.计算机软件工程及相关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2年工作经验；2.至少掌握
一种原型化工具，如 Axure；熟练使用
word、excel、visio等办公软件；3.语言沟
通表达能力强，文档写作思路清晰，结
构严谨。

五、JAVA工程师
1.计算机软件工程及相关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2年工作经验；2.精通web
开发，熟悉 J2EE规范，熟悉各种常用设
计 模 式 ；3. 熟 悉 常 用 数 据 库 oracle、
mysql；4.熟悉 Linux操作系统；5.具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联 系 人：俞女士
联系方式：13599018966（微信同号）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

中大道2555号1号楼

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系

一所中小学辅导、托辅教育、教育咨询

的综合型教育连锁机构。公司有中小

学K12培训、托辅培训、研学等业务，深

根莆田 10年，着眼于福建，目前已投资

开设20多个分校区，需要优秀的你一起

加入，共创一片蓝天。

一、实习教师 /辅导教师（5名）
职位月薪：3500～6000元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师范类毕业优

先；2.责任心强，对学生有爱心和耐心；

3.有代课经验或相关培训机构工作者优

先考虑。

二、作文/数学/英语/书法老师
（各2名）
职位月薪：4000～8000元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师范类毕业优

先；2.学科专业知识功底扎实；3.性格开

朗，善于沟通与交流。

三、课程顾问（各2名）
职位月薪：3000～8000元
任职要求：

1.有市场推广等相关经验；2.有一

定的抗压能力，能吃苦；3.性格外向，善

于沟通与交流。

四、校长（3名）
职位月薪：面谈

任职要求：

热爱教育事业，有两年以上教学管

理经验者优先。

五、储备管理干部（10名）
职位月薪：4000～7000元

任职要求：

1.有培训或课后托辅等相关教学经

验；2.善于沟通交流，善于管理学生；3.
热爱教育事业，有一年以上中小学教学

管理经验者优先。

福利待遇：

1.公司提供同行业内极具竞争力的

薪酬体系：分阶段晋升，每个学期都有

调薪和升职空间。

2.完善的培训体系：入职员工岗前

培训、专业技能培训。

3.包吃住，提供五险。

面试地点：莆田市城厢区万达广场旁

幸福家园2楼

联 系 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860062908

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由莆田市华宇鞋业有限公司
与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共同创
办，是一家集科研、生产、营销为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研发高
性能的环保节能型胶粘剂，拥有多项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以第一起
草 单 位 主 导 制 定 了 国 家 标 准 GB/
T30779-2014《鞋用水性聚氨酯胶粘
剂》、GB/T39294-2020《胶粘剂变色
（黄变）性能的测定》，参与制定了国
家标准 GB/T33333-2016《木材胶粘剂
拉伸剪切强度的试验方法》，同时承
担多项福建省、莆田市科技计划项
目。

现招聘以下职位人员，我们谨怀殷
殷期盼之情，挚诚向您发出邀请，盼望
您加入我们！

一、业务销售（外派）（30人）
岗位要求：

男女不限，中技/中专以上学历，有销
售经验者优先；负责环保木用胶的销售业
务工作。
福利待遇：

底薪+销售额提成+客户数提成（有

能力者年薪百万不是梦）；享有法定节

假日，五险俱全，包住，提供餐补、交通

补贴。

工作地点：

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山

东、四川、河北等地区。

二、水性胶销售（30人）
岗位要求：

中专及中技以上。

福利待遇：

底薪+销售额提成+客户数提成；8
小时班制；六日工作制；享有法定节假

日，五险俱全，包食宿，春节25天左右带

薪假。

三、网络营销（20人）
岗位要求：

男女不限，大专以上学历，熟练运

用电脑；要求工作认真细致、有责任心，

良好的服务意识。

福利待遇：

底薪（3000～5000 元/月）+客户数

提成+销售额提成；8小时班制；六日工

作制；享有法定节假日，五险俱全，包食

宿，春节25天左右带薪假。

四、行政企划经理（1人）
岗位要求：

市场营销、广告学相关专业；负责

公司对外品牌形象的宣传及推广、工

作洽谈及安排；营销活动方案的策划

并组织实施，对活动效果进行评估分

析；根据公司定位与市场方向利用资

源，策划并定期安排组织各项市场（会

员/宣传/营销）活动；负责微信群、抖

音、电商平台等宣传渠道的维护及活

动策划的监督。

福利待遇：

5000～8000 元/月；8 小时班制；六

日工作制；享有法定节假日，五险俱全，

包食宿，春节25天左右带薪假。

联 系 人：林先生、龙女士

联系电话：18100596153、17359425332，

0594-2572888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济开发区

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医疗信
息化、教育信息化、建筑智能化、系统集
成和设计施工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成立于 1995年，在福建 IT界享有盛誉，
并与国内外众多知名产商建立密切关
系，公司用户遍及运营商、政府、教育、
医疗卫生等，是莆田市历史悠久，实力
较强的 IT基础架构和应用方案提供商。

招聘岗位1：软硬件工程师（3人）
岗位描述：

1.具备信息系统规划、技术架构设
计、系统集成经验；2.负责运营商、政企
单位的软硬件维护，协助部门经理完善
公司售后服务工作。
任职资格：

通信工程、电子、计算机、软件等相
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有相关软件资

质证书优先；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为人

诚实可靠、品行端正，有上进心，热爱信

息化事业，熟悉软硬件知识及相关操作。

薪资待遇：4000～5500元/月

招聘岗位2：业务经理（2人）
岗位描述：

1.在部门负责人领导下，负责规定

区域的销售管理工作；2.热情主动，礼貌

待客，公平合理接洽业务；3.进行市场调

查，挖掘有市场潜力的地域和客户。

任职资格：

沟通表达能力强；和陌生人攀谈交

往能力强；擅于了解客户心理，懂得客

户需要；在维护现有客户基础上，积极

主动开发新客户，不断积累客户资源。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招聘岗位3：经理助理、文员（3人）
岗位描述：

1.完成公司、部门交办的事项，追踪

结果及时汇报；2.完成日常正常管辖范围

内的工作；3.接听电话做留言记录、讯息处

理；4.工作资料的保存、分类、归档、保管。

任职资格：
熟练操作电脑，熟悉办公软件、收

发邮件、QQ、MSN等；熟悉档案管理、资

料整理、公文写作；能够建立简单的公
司管理制度，了解公司法、合同法和本
行业相关法律。
薪资待遇：4000～5000元/月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大道交通

花园B3-212
联 系 人：李春珠
联系电话：0594-2659028、2659038，

13559826313

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

1.莆田市韩亚轩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天猫运营、采购文员、裁缝针

车工、抖音客服

联系方式：18039087715

2.莆田市通和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岗位：临时工（暑假工）、电子操作工、电

子生产作业员、普工、培训助教

联系方式：13950396096

3.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水电施工员、建造师、采购

文员、工程部安全员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基站维护工程师、传输光缆抢修

员、维护经理、高空作业人员

联系方式：15080185935

5.福建联众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java开发工程师、运营专员、大客户

经理、研发中心助理、智能化项目经理

联系方式：1362692492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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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合脉（莆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维护部专员、银行会务员、消控

员、业务员、保安、智能化技术

联系方式：18150650833

8.莆田市合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工程技术员、保安-移动营业厅、

秩序员、安防工程师、人力资源主管

联系方式：0594-2590097

9.莆田市华祥泡棉制品有限公司

岗位：成型普工、针车普工、开发业务

员、出纳、品管经理

联系方式：13174658261

10.莆田市城厢区诚味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设备专员、品控主任、员工食

堂厨师、设备经理、策划专员、产品专员

联系方式：0594-2826669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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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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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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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福建省莆田市翔锦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果园管理

联系方式：13860920633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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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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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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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荷

联系方式：13959502819

18.福建小爱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生产经理

联系方式：13959559002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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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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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福建莆田青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课程顾问、物理老师、初中英语老师

联系方式：15359815600

22.福建莆田电商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JAVA开发工程师、医药代表、市

场推广专员、药学专员

联系方式：18596962896

23.莆田市阳光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营销经理、前台接待、中餐主管、

护士

联系方式：13607512965

24.福建省集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电商运营、主播、仓管员

联系方式：18505008280

25.广野机械（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机械制图设计、数控CNC加工中

心操作工

联系方式：13905940139

26.莆田市城厢区恒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助理、会计、整木家装设计

师、喜盈门建材销售（业务员）

联系方式：13905043767

27.福建省汇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京东/天猫客服、商

品专员/主管、海外SNS营销总监

联系方式：15659587517

28.莆田悦华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审计、强电工、饼房厨师、前台接

待员

联系方式：18030362285

29.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电气工程师/机械工、服务端

开发工程师、质检员

联系方式：15506995111

30.莆田市米娜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美工、办公室文员、总经理

助理、跨境运营专员

联系方式：13799667059

莆田市维度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江成）：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崔希望诉你公司关于劳动报酬等争议一案［闽莆城劳

仲案（2021）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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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下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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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准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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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公告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