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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连凯传媒公司是集活动庆典、广告、印刷、办公用品等
为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商。自 1998年创办至今，本着持久经

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持续不断地改革创新，满足市

场和客户需求，主要服务对象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校、企事业

单位。

招聘岗位1：平面设计师（7人）3000~7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广告、印刷用品的设计排版；

2.负责现场勘察测量，与客户沟通产品设计方案；

3.与客户沟通产品设计修改意见；

4.负责设计稿的输出打样和制作。

任职资格：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广告等专业，中专以上毕业文凭，熟

悉PS、CDR、AI、CAD、ID等格式文件的软件操作，有一年以

上平面设计工作经验优先。

招聘岗位2：客服专员（5人）30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负责客户开发、接待、报价、跟单、客情维护等工作。

任职资格：
高中/中专或以上学历，熟悉办公软件操作，性格外向、善

于沟通。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3：创业合伙人（3人）5000~30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广告印刷品的设计排版、输出制作，产品销售和客

户沟通维护；

2.产品质量检查把关；

3.店容店貌管理；

4.公司内部各部门的沟通联系。

任职资格：
1.有较强烈的创业意愿；
2.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不低于3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公

司提供在岗培训和开店全案辅导；
3.可合伙开新店或独资开新店，也可入股老店和全资收

购老店。

招聘岗位4：活动策划师（3人）5000~10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各类活动的策划、协助执行，根据市场实际提出项

目建议及规划；

2.分配、落实具体工作任务，监督跟踪工作计划的实施进

度，保证活动顺利开展。

任职资格：
1.大专以上学历，营销、管理、文秘等相关专业及一年以

上工作经验；

2.具有活动策划相关经验；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统筹及执行力；

4.熟悉平面设计软件和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5：电脑操作员（5人）3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负责制作文本、复印、覆膜、裱板、裁切、包装，掌握本公司

生产流程和技术细节。

任职资格：
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及工作责任心，良好的服务意识、协

调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学园中街1437号

联 系 人：颜女士
联系电话：13666922156

福建省美连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通过国家工信部“两化”（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的中式菜肴生产标杆企业。2019年
成功引进孙宝国院士专家团队，设立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执笔的中国《预制包装菜肴》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公司“鲍鱼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关键技
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
进步奖”。2020年获评福建省“省级技术中心”，并通过“绿色
工厂”名单验收，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等。
产品销售市场遍布全国，在 29个省（直辖市）设立合作办事
处，拥有完善的销售网络。

招聘岗位1：总裁秘书（1名）5000~8000元/月
岗位描述：
1.协调、安排总裁的工作日程和各项活动；
2.参与相关会议并做好会议记录，整理编写会议纪要，经

审阅下发；
3.汇总整理上报总裁的各类文件，并协调总裁及时处理

后回复、登记、存档；
4.负责总裁各类收文、发文的日常流转、追踪。

招聘岗位2：生产储干（3名）35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1.完成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组织协调生产；
2.监控生产关键控制点，控制产品生产过程，确保产品质

量；
3.协调生产工序，优化生产过程；
4.抓好生产安全教育，保证安全生产。

招聘岗位3：统计专员（1名）3200~4500元/月
岗位描述：
1.在部门经理的领导下，做好生产部门生产数据、考勤数

据、薪资数据的统计；
2.负责生产车间每天产品产量的统计工作，保证真实准

确，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领导通报生产现场情况，为公司领导
提供可靠的生产信息；

3.按照公司要求，及时向办公室报告每日生产情况。

招聘岗位4：品控专员（5人）35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产品现场质量监控、检测，按照工艺要求的监控点

和频率及时进行巡检；
2.负责监督生产员工按工艺要求进行操作；
3.对生产现场环境、人员、工器具、设备卫生进行监督。

招聘岗位5：销售内勤（储备1名）

岗位职责：
1.接收客户下单，核算订单金额，跟踪客户回款；
2.下达订单需求（协助生管排单）；
3.冷藏物流对接：安排发货，运费结算；
4.日常登记客户投诉，及时反馈给品管员，耐心解答客户

顾虑，安排退货。

招聘岗位6：营销储备干部（10人）

岗位描述：
1.根据区域业务销售目标，分解并制定实施项目销售计

划，挖掘销售机会，并负责开拓和维护；
2.通过业务拜访等方式，进行业务开发及签约，达成销售

目标；
3.走访市场，了解市场信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客户；
4.执行公司形象店建设、促销、试吃等品牌推广活动。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工业园
联 系 人：许女士、戴女士
联系电话：15160457488、15860025033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万兴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于2009年成立，隶属盛
威集团旗下公司。公司以“诚信、沟通、创新、价值”的理念，努
力打造具有高端素质、高效执行力的企业团队，立足成为综合
型资质检测企业。

通过十几年的磨练和知识沉淀，公司建立了适应市场经
济要求的运营机制，培养了一批精炼能干的检测技术队伍，提
升试验检测水平。公司秉承“坚持标准、数据准确、结论公正、
服务竭诚”的质量方针，建立一系列完善的项目试验室管理体
系和考核办法，积累了大量试验检测工作和对承包人的管理
经验。公司目前的业务拓展主要在福建省各个区域。公司目
前拥有的资质能力：交通行业上的公路工程综合乙级试验检
测；建筑业上的建筑工程材料检测、市政工程材料检测、建筑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建筑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检测资质、建筑节能工程检测、门窗、幕墙工程材料检
测资质；水利行业上的水利岩土工程乙级类、混凝土工程乙级
检测资质。

公司以企业文化建设为核心，为员工提供良好的教育培

训及广阔的晋升机会，营造良好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新
进员工享受带薪培训，公司提供食宿、每周休一天、过节礼金、
生日礼金、带薪年休假、婚假、产假等福利，转正后办理五险一
金、考核合格后即调整薪酬，公司还不定期聚餐，举办各类文
娱、抽奖活动，组织外出旅游。

招聘岗位：应届生（3人）3500元/月及以上

岗位描述：
1.熟悉掌握检测相关规范要求；
2.按时完成公司检测工作任务；
3.积极参加岗位培训、职称评定工作；
4.出具检测报告、完成质量体系要求。
任职资格：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类或相关专业应届生，团队合作

能力强，主动积极、吃苦耐劳，抗压能力强。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山牌村华林工业区荔东大道
联 系 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0594—2538288

福建省万兴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种产品获国家新技术、新产品金奖，4种产品获福建省新产
品金奖，并多次被省市授予“高标准、高质量”“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纳税大户”“诚信纳税单位”等荣誉称号。公司提供食宿，有五险、
节假日福利，以及高温补贴、年终奖金。新进厂员工（非熟练工）
带薪免费培训，试用合格可转为正式员工上岗。每周做6休1，日
工作时间8小时，法定节假日放假。每月工资按时发放。

招聘岗位1：技术经营开发部（5人）4000~6000元/月（每年

一次调薪机会）
任职资格：
1.大专以上学历，测控技术与仪器、仪表、机电一体化、市

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有市场开发经验者优先；
2.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良好的服务态度，通过普通

话等级考试者优先；

3.熟悉公司产品特点，汇总市场信息，能够适应中长期出差。

招聘岗位2：机械加工操作员（5人）3000~5000元/月（每年

一次调薪机会）

任职资格：

普通话沟通无障碍，动手能力强。

招聘岗位3：电器车间操作员（5人）3000~5000元/月（每年

一次调薪机会）

任职资格：

1.动手能力强，了解机加工原理及实操；

2.会气焊、电焊、木工者优先录取。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700号

联 系 人：陈梅红

联系电话：0594—2695245、2636151

13859827932

莆田市力天量控有限公司

1.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造价员、文员、市政公路设计（应届

毕业生）、水利工程监理工程师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2.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水电施工员、储备会计、驻场预算

员、施工员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3.莆田市合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智能化项目经理、工程技术员、投标

专员、文员

联系方式：18150650833

4.莆田市凤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外联专员/资料员、资料员（办证）、

行政文员、现场监理、平面设计

联系方式：0594—6981868

5.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工程师、电子普工/操作工、保

洁阿姨

联系方式：0594—2651383

6.莆田市华祥泡棉制品有限公司

岗位：生管、开发业务专员、针车普工

联系方式：13950713814

7.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安环办主任、生产计划专员、助理工

程师

联系方式：0594—2096111

8.福建省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岗位：智能化项目主管、网络管理员、造价

员、售前工程师

联系方式：15080130514

9.福建省莆田市新兴达饲料有限公司

岗位：设备维护、饲料接包/缝包工、普工、

卸车工

联系方式：13859856191

10.莆田市博文思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商务助手、亚马逊客服运营、亚马逊

运营专员、亚马逊电商运营

联系方式：15060375436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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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福建省华成广告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师、普工、会计、行政专员

联系方式：13515926500

13.莆田市木兰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环卫司机/驾驶员、装车工

联系方式：18606902988

14.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成型普工、下料员或辅料员、仓管/

办事员、化工事业部销售业务员

联系方式：13386908168

15.福建长青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视频剪辑、莆田店长助理、护士、市

场专员

联系方式：18050572978

16.莆田市城厢区艾博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主管、会计、平面模特/产品模

特、仓库打包配货员

联系方式：13860986706

17.福建省昱腾建设有限公司

岗位：驾驶员、施工员、挖掘机驾驶员

联系方式：13950736869

18.福建省莆田润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岗位：鞋材材料采购员、外贸业务员、QC、

样品针车工

联系方式：13860963299

19.莆田市兴发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文员、行政前台、技术施工员

联系方式：19959530061

20.福建莆联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会计、外勤会计、销售职员、销

售主管

联系方式：15160225735

21.莆田市城厢区恒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销售经理、客服专员、仓库管

理员、全屋定制设计师

联系方式：13905043767

22.莆田咖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干部、渠道业务员、销售主管、

区域业务

联系方式：13666921725

23.伦琴医疗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护士、运营企划部主任、销售员、客

服专员、技师长、新媒体运营专员

联系方式：18159391000

24.莆田市通勤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搬运工、货运司机、导购员、公关专

员、总经理助理、流通主管、业务经理

联系方式：15980350351

25.莆田市赶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课程顾问、市场经理、电话销售、招

生老师

电话：1775984667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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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莆田市海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工程师、保洁阿姨、电子普工/

操作工、保安、暑假工

联系方式：0594—2651383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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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莆田市顺飞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实习会计、主办会计、销售、财

务销售、储备销售主管

联系方式：13799622158

30.福建元坤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高级催收专员、风控专员、客服、银

行催收专员、高级法务专员

联系方式：18450052794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莆田多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宏）：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黄荣诉你公司关于劳动报酬等争议一案【闽莆城劳仲

案（2021）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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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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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13626900202。

特此通告。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4日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