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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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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专版

公司成立于 2016年，是一家基于“互联网+”品牌管理和品牌运营的

年轻公司，旗下有自主运动潮牌，依托全产业链资源集成优势，整合莆田、

泉州及温州优秀鞋业产业带资源，实现自主品牌运动鞋从生产、包装到销

售的全流程运作，现为莆田市政重点扶持单位。

公司依托天猫、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国内电商平台销售，结合抖

音、快手等主流短视频平台，引流和沉淀粉丝，搭建网红大 IP，大力发展海

外业务各跨境平台。

招聘岗位1：平台运营助理（4人） 4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协助运营店长，完成店铺推广、产品更新及优化。

任职资格：

有电商客服或运营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2：平台主播（6人） 5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负责天猫、抖音平台的主播带货，以及直播切片等短视频拍摄。

任职资格：

具有良好外在形象及一定的表达能力。

招聘岗位3：文案策划（2人） 5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负责产品营销宣传文案的撰写。

任职资格：

广告、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招聘岗位4：摄影、设计助理（4人） 40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1.摄影助理：协助摄影师，完成灯光、布景、产品拍摄等工作。

2.设计助理：协助视觉设计师，完成店铺整体界面风格和页面设计。

任职资格：
1.摄影助理：热爱摄影，会简单拍摄。

2.设计助理：熟练使用Photoshop等应用软件。

招聘岗位5：仓储物流管理 5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负责仓储物流管理，前期轮岗学习，后期根据能力定岗。

任职资格：

物流或仓储管理专业优先，能快速适应仓库办公环境。

招聘岗位6：管培生（10人） 4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管理储备岗，培养方向为运营、视觉设计、短视频、仓储物流、客

服等。

任职资格：

热爱电商行业，有志在电商领域发展，工作踏实，担任学校学生干部

者优先。

联 系 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17359501592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465号宏基财富中心5楼

莆田市美度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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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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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55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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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团队协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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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岗位2：业务经理（2人） 4000～6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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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的接洽业务；
3.开展市场调查，挖掘有市场潜力的地域和客户；
4.结合公司安排，提出年度市场销售、出差及网点建设计划；

5.收集市场动态与竞品信息，及时上报。
任职资格：
沟通表达能力强，擅于与陌生人攀谈交往；了解客户心理，深挖客户

需要；在维护现有客户基础上，主动开发新客户，不断积累客户资源；有良
好团队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具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和良好沟通能力；能
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招聘岗位3：经理助理、文员（3人） 4000～5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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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常管辖范围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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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公司法、合同法和本行业相关
法律；熟悉常用办公设备操作；严守保密制度和劳动纪律；具有高
度责任心。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大道交通花园B3-212（乘坐1、7、9、

28、29、202路公交车，在交通花园站下车即可到达）
联系电话：0594-2659028、2659038，13559826313

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

中联信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8日，是一家专业从事

二手房产服务代理、新房销售代理、房产金融及房屋装修装潢的房产综合

服务商。公司目前拥有超百家实体门店和1000多名员工，市场占有率领

先，团队运营规范平稳。

招聘岗位1：人事专员（3人）

岗位职责：

负责招聘工作，与部门沟通招聘需求；组织安排面试，沟通联系试用

期员工。

任职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2：储备干部（3人）

岗位职责：

负责线上线下房产信息维护；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看房体验，为业主提

供优质的售房体验；促成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协助双方签署合同、办理权

属转移等工作。

招聘岗位3：区域助理（1人）

岗位职责：

协助区域经理管理各门店；负责区域业绩统计、量化统计和管理；负

责区域员工的入离职，维护员工关系；对各门店岗位进行人员补充；完成

上级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熟练操作word和excel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4：营运助理（1人）

岗位职责：
根据公司年度战略目标，制定门店年度、季度、月度计划，并对目标达

成过程、结果进行监管；收集行业信息，挖掘新零售模式下的运营情况；了
解运营设置、销售模式，分析差异点，并做相应销售竞争策略；了解市场动
向，定期与商场沟通维系。

任职要求：
熟练操作word和excel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5：门店经理（3人）

岗位职责：
负责公司产品开发、客户接待与咨询，提供顾问式服务；实时更新用户

管理系统，提供专业数据支持；开展市场分析及楼盘调研，发表专业测评，维
护楼盘数据；了解客户需求，提供合适产品，与客户建立良好业务关系。

招聘岗位6：房产经纪人（20人）

岗位职责：
负责新客户和业主开发；负责客户与业主的接待与咨询，提供顾问式

咨询服务；负责公寓、别墅、写字楼的买卖与租赁服务。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各门店
联 系 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3559824410

莆田中联信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注册资金1068万元，下设福州、宁德等7家

分公司。公司现有公路、水利、市政、房建监理资质；市政道路设计资质；

造价、招标代理资质；公路、市政、房建施工总承包资质；建筑装饰装修专

业承包资质，为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会员单位、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会员

单位、福建省建设监理协会理事单位、莆田市招投标造价协会副会长单

位、莆田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福建省科技型企业、莆田市城厢区促进会

会员单位、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单位，注册商标为“闽路通”。

招聘岗位1：工程设计员（5人）

岗位描述：从事路桥、市政道路等专业设计工作。

任职资格：工程类毕业生，熟悉操作CAD软件。

薪资待遇：底薪+抽成，五险一金，双休，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提供住宿。

招聘岗位2：造价员（2人）

岗位描述：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

任职资格：应届毕业生。

薪资待遇：底薪+抽成，五险一金，双休，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提供住宿。

招聘岗位3：监理员（6人）

岗位描述：从事公路、市政、房建、水利等监理专业工作。

任职资格：应届毕业生，工程类专业。

薪资待遇：薪资面议，五险一金，提供食宿。

招聘岗位4：文员（2人）

岗位描述：从事工程设计或造价专业文档工作。

任职资格：应届毕业生，工程类、文秘类、计算机类或档案类专业。

薪资待遇：薪资面议，五险一金，双休，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提供住宿。

招聘岗位5：人事专员（1人）

岗位描述：从事人事管理等工作。
任职资格：应届毕业生，人力资源类、文秘类、行政管理类或档案类专业。

薪资待遇：薪资面议，五险一金，双休，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提供住宿。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大楼
联 系 人：黄主任
联系电话：17759841031（微信15080352402）

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1.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软硬件工程师、业务经理、文员

联系方式：13559826313
2.莆田市启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财税顾问、会计助理、会计、营销专员

联系方式：18650262361
3.福建省美连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师、活动策划师、设计主管、电脑操作员

联系方式：13666922156
4.莆田市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专员、编导剪辑、人事专员、总裁助理、软件工程师

联系方式：19959539770
5.莆田市城厢区雷丁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市场专员、活动策划、市场推广专员

联系方式：18120983321
6.福建神州忆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作文老师、数学老师、教育顾问

联系方式：13386921598
7.莆田市山海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测图技术员、绘图技术员、权籍调查员

联系方式：18059953721
8.莆田西西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岗位：咖啡师、营销主管、图书专员、书店副店长

联系方式：15960099356
9.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品控专员、统计专员、生产储干、总裁秘书

联系方式：15960509688
10.福建省中兴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仓管、执业药师、质管

联系方式：13706069138
11.莆田市城厢区明心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小学辅导老师、少儿美术、初中数学老师、高中物理老师

联系方式：15860038075
12.莆田高韩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主播、运营总监、QC质检、人事行政、美工

联系方式：13178058031
13.正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保安员、人资专员、项目经理、电工、工程主管

联系方式：0594-2250688
14.天利仁和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收银员、超市店员、储备干部、食堂小工、安保人员、出纳

联系方式：13799757186
15.福建省万兴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岗位：工程试验检测员、桩基现场加载、工程类应届生、驾驶员

联系方式：0594-2538288
16.莆田天一美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岗位：室内设计师、设计师助理、仓库管理员、业务代表、行政人事

专员、文员

联系方式：0594-7587587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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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销售经理、普通车床工

联系方式：0594-6282222
18.厦门易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理疗师、康复治疗师、健康管理员、中医理疗师、采耳师

联系方式：0592-3560419
19.莆田市城厢区艾博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抖音主播、天猫运营、平面模特、营销主管、区域业务

经理

联系方式：13860986706
20.莆田市城厢区恒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喜盈门建材导购、人力资源行政专员、仓库管理员、全屋定

制设计师、司机

联系方式：13905043767
21.莆田市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外围道路维护员、总经理助理、秩序维护员、招商人员、办公

室助理

联系方式：19905947343
22.福建省锦业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财务会计、会计实习生、内账财务、办公室文员

联系方式：13959555385
23.莆田市诚信中通快递有限公司
岗位：派件员、统计员、财务会计、操作工、中通派件员、中通普工

联系方式：0594-2119793
24.莆田市正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土建施工员、物业保安、绿化工

联系方式：0594-7968879
25.莆田市富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岗位：助理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效果图设计师、室内设计师、装

修现场负责人

联系方式：13959507601
26.莆田市城厢区中酩茶酒商行
岗位：销售代表、区域业务、厂家销售人员、司机、理货员

联系方式：0594-6222059
27.莆田市欧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生、暑假工、寒假工、文员（编辑类）、亚马逊销售运营

专员

联系方式：18650270698
28.莆田市赛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美工、淘宝平面设计、天猫运营

联系方式：15906868571
29.福建鑫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客户专员、业务员、仓管员、调色员

联系方式：13075960018
30.莆田米克拉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运营、客服专员、电商选品师、电商推广、FACE⁃
BOOK运营主管

联系方式：15205961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