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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献企业集团起源于 1995 年 12 月 18 日莆田市文
献路边的一家食杂店，取名文献便民商店。26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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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多家门店，“文献生活”、“便利巢”直营店、“快巢”加
盟店、“酒自在酒超”、“生活无忧饰品店”、“锅圈火锅食材
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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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省百家重点内贸企业。2017 年度、2018 年
度分别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36、TOP53，2020 年位列中国便
利店 TOP48。
招聘岗位：

人事专员：3500～5000 元/月；盘点专员：3500～5000

元/月；工程监理：3500～5000 元/月；商品专员：4000～

5000 元/月；编导剪辑：4000～6500 元/月；软件工程师：

6000～8000 元/月；总裁助理：6000～8000 元/月；工程监

理：4000～5000 元/月；大区负责人：6000～8000 元/月；云

超店老板：4000～6000 元/月；云超店经理：3000～5000

元/月；项目经理人：薪资面议；合伙人：薪资面议；集团

副总：薪资面议。

联系人：许女士

电 话：19959539770

莆田市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雷丁英语学校，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英语培训的教育机构，
一直致力于为4—45周岁群体提供优质英语培训方案，专注于实
用型英语教学推广。雷丁英语在莆田目前共有5家校区，分别是
星领 广场（联创）综合校区、少儿校区、新四中校区、麟峰校区以
及小雷云校区，涵盖幼少儿英语、初高中英语、成人英语、外贸英
语、雅思留学等各类英语学习。

招聘岗位1：市场专员（2人）

岗位描述：
1.组建推广团队，带领团队宣传企业品牌；
2.所负责校区的每月活动策划与执行；
3.渠道开发、异业合作、开拓渠道；
4.制定校区市场指标并完成；
5.市场经理交办的其他事项。

任职资格：
不看学历，我们愿意提供成长平台，欢迎你挑战高薪。

薪资待遇：3000～8000元/月

招聘岗位2：活动策划（2人）

岗位描述：
1.负责中心线下活动的拓展及组织，包括多元化活动渠道开

拓、活动方案策划、准备及执行等，根据事件、平台资源、时间节
点等因素，开展不同活动方案策划；

2.负责与中心周边商户、社区等单位的合作、地推工作，包括
与各单位的联络洽谈、合作方案的拟定等。
任职资格：

专科以上学历，有市场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具有较好的
交际能力和团队精神，策划活动、品牌推广等方面能力佳，能独
立完成大型活动的方案策划及提案。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中心地址：

联创校区：莆田市城厢区联创国际广场B-8B
四中校区：莆田市荔城区宝宏大厦1-2层

（新四中对面）

莆田市城厢区雷丁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化综合性食品公司，专业制作“汉式糕点、西式点心”而远近闻名
的“中华老字号”烘焙企业。

招聘岗位1：营业员（5人）

招聘岗位2：现烤员（5人）

月薪：3300～4000元，月休4天。

招聘岗位3：生产岗位（5人）

招聘岗位4：品管员（1人）

月薪：3800～4500元，月休4天。

招聘岗位5：平面设计（1人）

月薪：4000～6000元，月休4天。

招聘岗位6：线上客服（1人）

月薪：3500～4500元，月休4天。

招聘岗位7：办公文员（1人）

月薪：3000～4000元，月休4天。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3225号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594-2655555

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3年，现有专业科
技型员工、智能办公场所和 7000多平方米独立在建智能中央厂
房。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建立较为健全的科学生产流程与管理
体系，自主研发ERP生产管理、智慧客服、智能编辑和智能文印
等平台软件管理系统，同时拥有国家版权局颁发的多个软件著
作权证书。公司长期致力为政府机关、建设工程、企事业单位、
院校等广大客户，提供诚信、专业、创新、完美的现代新型数字化
图文服务。

招聘岗位1：储备干部（2人）

要求：1.工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优先；2.具有
策划、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勇于挑战，能承受一定工作压力；3.
熟练操作office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2：平面设计师（1人）

要求：1.广告学、视觉传达、平面设计相关专业；2.精通
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InDesign等图形软件。

招聘岗位3：运维工程师（1人）

要求：计算机及信息工程相关专业。

招聘岗位4：电子商务专员（1人）

要求：1.电子商务专业；2.擅长 Excel 数据处理，熟练使用
PPT。

招聘岗位5：行政文员（1人）

要求：1.人力行政管理相关专业；2.工作认真细致、积极主
动，有较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

招聘岗位6：会计（1人）

要求：1.会计、财务管理、工商管理相关专业优先；2.
工作严谨，富有团队精神，善于总结工作经验；3.熟练操
作 office 办公软件，有金蝶、用友等财务系统实际操作经
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7：运营文员（1人）

要求：1.计算机相关专业；2.工作积极主动、充满热情，具备
较强客户服务意识。

招聘岗位8：3D产品设计师（1人）

要求：1.工业设计类、数字媒体类相关专业；2.熟练使用
3Dmax、R3D犀牛软件、Maya或Max软件。

招聘岗位9：视频剪辑师（1人）

要求：1.善于内容创作，传媒、影视、广告行业相关专业优先；
2.熟悉使用多类单反、数码相机、手机拍摄，熟练掌握镜头语言运
用；3.有短视频运营或编导经验；4.熟练使用EDIUS/PS/AE等剪
辑软件。

以上岗位薪资福利：
3500～8000元/月；五险一金；提供过节礼金（礼品），享受法

定节假日休息。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东园西路1203号

（行政服务中心对面，希尔顿酒店旁）
联系电话：郭先生18059506973、黄女士18059506974

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莆田市城厢区雅痞士餐饮店（经营者王松）：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方晶晶、许莉莉诉你单位关于劳动报酬等争议

一案[闽莆城劳仲案（2021）099号]，因无法找到你单位办公地址，也无法联
系到你单位经营者，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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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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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单位经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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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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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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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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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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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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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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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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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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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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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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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莆田市易恒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ps、亚马逊运营主管、亚马逊

业务员

联系方式：0594-2589909

12.福建元坤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高级法务专员、风控专员、银行催

收专员

联系方式：18450052794

13.福建省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岗位：商务助理、智能化工程师、项目经

理、驻场工程师、运维工程师

联系方式：15080130514

14.福建一带一路新能源有限公司

岗位：电力工程技术员、投标专员、施工

员/专技、电力设计员

联系方式：0594-2381399

15.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会计、文员、工程部安全专

员、施工员、安全主管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16.莆田市城厢区八哥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运营助理、导购员、主办会计、主

播带货、天猫视频制作

联系方式：18150289763

17.凯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总工程师、生产副总、技术负责

人、投标人员、审计专员、文员、系统维

护员

联系方式：0594-2619258

18.莆田市国投智慧出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专员、业务总监、副总经

理、车服专员、运营主管

联系方式：0594-8996887

19.福建省莆田富力进出口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助理、采购、报价员、跟

单业务员、技术师傅

联系方式：0594-2858660

20.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员、普工、生产统计员、IT技

术员、技术管理人员储备、电工

联系方式：18750086051

21.莆田市彬彬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专员、亚马逊精品运营、文

员、财务

联系方式：13626922555

22.莆田市城厢区星禾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个训老师、特教老师、音乐老师、

体能老师、手工劳技老师

联系方式：15880311177

23.莆田市城厢区智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会计助理、会计实习生、主

办会计

联系方式：15892052093

24.莆田市三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园林施工员、园林景观设计师

联系方式：13950788217

25.莆田市学海龙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初/高中数学教师、教务教师、市

场调查员

联系方式：15080353698

26.莆田万辉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医生助理、客服部口腔顾问、洁牙

师、前台客服

联系方式：0594-2560588

27.莆田市城厢区极思舞蹈信息咨询服务部

岗位：派发传单业务员、全职或兼职业

务员、直播、舞蹈业务员

联系方式：18581802222

28.莆田市众成通信有限公司

岗位：电话客服、移动外呼客服、白班客

服、话务员

联系方式：13615998737

29.莆田市城厢区文禹食杂店

岗位：送货司机、随车搬运工、超市收银

员、仓库文员

联系方式：18120999955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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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企招聘信息

平行威客（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智慧交易，
为智慧型人才提供创业机会和帮助。公司以积极向上的冲劲不
断创造新辉煌，与时俱进，立志成为行业佼佼者。

本着精益求精的用人标准，公司为新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
及富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热忱欢迎优秀毕业生加入，期待与公
司共同成长。

招聘岗位1：财税专员（8人）

岗位描述：认真学习工商、税务办理流程；接收完成主管交
办的工作事项；采集税务、工商最新政策发送到主管；对接银行
签署三方协议，打印对账单、回单；办理税务登记，三方协议；负
责每季度申报。

任职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金融、财会等商科专
业优先（欢迎优秀应届毕业生）；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
一定的抗压能力。

招聘岗位2：会计（2人）

岗位描述：负责与一般纳税人的账务及报税工作；与税务部
门工作人员沟通协调；负责账务分析及财务预算管理，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企业年报工作，公司审计、税审、专项申请的财务工

作；领导临时安排的工作。

任职资格：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财务资格证书；熟悉

使用财务软件、常用办公软件；分析财务报表及财务数据预测；

工作细致严谨，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

招聘岗位3：文职秘书（2人）

岗位描述：负责公文写作；负责公司行政内务；协调部门之

间的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事务。

任职资格：本科以上学历，中文系等相关专业优先；具备优

秀的写作能力，有公文、文案和公众号等写作经验者优先；形象

气质较佳，笑容甜美，普通话标准。

以上岗位薪资待遇：

3500～4500元/月；五险一金；周末双休；带薪年假；市区办

公；绩效奖金。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696号华友实业大厦12层

联 系 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18059938005

平行威客（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