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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山海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设立了福州分
公司、重庆分公司。公司拥有工程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地籍测量、房产
测量测绘资质（乙测资字3511146）。
招聘岗位1：测图技术员（8人）5000元/月以上

岗位描述：
1.工程测量；
2.无人机航测；
3.不动产测量。
工作地点：莆田、福州、重庆。

招聘岗位2：绘图技术员（5人）5000元/月以上

岗位描述：
1.立体测图；
2.数据入库；
3.数据填报。
工作地点：莆田、福州、重庆。

招聘岗位3：权籍调查员（3人）4000元/月以上

岗位描述：
1.外业核查；

2.数据入库；

3.卫片执法。

工作地点：莆田、福州、重庆。

招聘岗位4：实习生（12人）3000元/月以上

岗位描述：
1.不动产测量；

2.数据入库；

3.数据填报。
工作地点：莆田、福州、重庆。
任职资格：
吃苦耐劳、勤奋好学、踏实肯干。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三迪国际公馆2708室（市政府对面）
联 系 人：叶琳田志鹏
联系电话：18120988986、18059953721、0594—2827502

莆田市山海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名企招聘信息

远英教育成立于2012年，专注K12中小学课外培训，融贯“轻松
学习、快乐学习、高效学习”的教学理念，践行“积极进取、高效务实、
团结共赢、敬畏感恩”的文化价值观，两者并驱共赢，以“给孩子所
缺、解家长所忧”为己任，以“圆员工之梦”为鞭策，共同实现“成为一
家受人尊敬的教育集团品牌”这一美丽愿景。

招聘岗位1：管理培训生（5人）

岗位描述：
1.主要负责制定业绩指标以及把握业绩完成率、教师的课堂转

化率和新签单数的增长率；
2.团队关系的稳定和强化、团建活动的策划和安排。
任职资格：
有耐心、责任心，沟通能力强，管理能力突出。
薪资待遇：
平均薪资5000~13000元/月，并提供五险一金、旅游、寒暑假+带

薪休假、年终奖、分红等福利。

招聘岗位2：任课老师（23人）

岗位描述：
1.负责学科教学和教研工作；
2.积极配合领导完成其他工作。
薪资待遇：
1.平均薪资6000~10000元/月，年薪保底6万元；
2.提供五险一金、旅游、寒暑假+带薪休假、年终奖、分红等福利；

3.晋升机制：初级教师→中级教师→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金
牌教师。

招聘岗位3：学习管理师（5人）

岗位描述：
1.做好学生全程管理，建立校区与学生、家长、教师之间的良好

关系，起到核心纽带、桥梁的作用；
2.实施课时消耗、续费实收、退费控制等经营指标的统计，协助

教学和财务进行老师课时统计或其他管理活动。
薪资待遇：
平均工资 4000~8000元/月，并提供五险一金、旅游、寒暑假+带

薪休假、年终奖、分红等福利。

招聘岗位4：销售专员（20人）

岗位描述：
1.负责校区的教务工作；
2.负责日常签单及学生考勤工作的执行；
3.协助校长行政事务的开展、群维护、宣传跟进。
薪资待遇：
平均薪资 5000~13000元/月，月薪保底 3500元/月，并提供五险

一金、旅游、寒暑假+带薪休假、年终奖、分红等福利。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2555号307室
联 系 人：郑兰兰
联系电话：15860065939

远英教育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万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建筑施工企业，拥

有一支在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有丰富项目施工经验的管

理团队。

招聘岗位1：施工员（1~2人）、资料员（1~2人）

岗位描述：

1.施工员在工地辅助项目、经理管理项目；

2.资料员学习制作内业资料。

任职资格：

1.大专及以上学历，工程建筑类相关专业毕业；

2.具有敬业精神，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工作安排；

3.沟通协调能力强、执行力强、保密意识强，认同企业价值观。

薪资待遇：面议

招聘岗位2：办公室文员（2人）3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1.日常相关资料的整理、存档；

2.给业主等相关部门送材料；

3.勤快能跑，工作积极、细心；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情。
任职资格：
1.中专及以上学历，建筑业相关专业优先；
2.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
3.会使用电脑，主要会Word和Excel。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双洋环球广场
联 系 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18039050919

福建省万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莆田市诺耀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跨境出口电商的企业，
主要在亚马逊平台上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总部设在莆田市，是
一家年轻且富有激情与梦想的企业。公司业务覆盖北美、欧洲与东
南亚等地区，产品涉及家居用品、办公用品等多种品类。公司信奉

“诚信共赢”经营理念，结合市场不断进行创新，持续丰富和拓展新
的产品品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招聘岗位1：美工设计（3人）4000~6000元/月
任职资格：
1.平面设计及相关设计专业毕业；
2.能熟练使用Photoshop等设计软件；
3.有良好的审美观、理解能力，具有独立思考的工作能力；
4.善于沟通，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工作积极有责任心。
岗位描述：
1.根据产品特点及平台要求，对产品进行后期处理、精修；
2.对公司网站改版或重要合作项目提供页面设计支持；
3.充分考虑页面的视觉美感，如图标、主题、背景，并制定产品用

户界面的风格及标准；
4.产品后期的图片修片、排版等工作。

招聘岗位2：亚马逊运营人员（10人）3000~6000元/月+抽成

任职资格：
1.熟练使用互联网，有电子商务或购物网站从业经历者优先考虑；
2.熟练掌握英语书写和沟通能力；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有团队合作

意识，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岗位描述：
1.负责亚马逊账户的运营工作，负责产品编辑、上传和优化；
2.熟悉平台的各项政策与制度，安全操作账户，保持账号健康稳定；
3.跟踪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销售策略的调整，制作销售报表；

4.学习了解亚马逊最新政策，及时作出应对计划；
5.研究和尝试各种亚马逊营销手段，以提高产品的排名和成交

率；
6.根据公司总体销售策略及销售目标，协助主管制定目标分解

计划，完成账户销售任务。

招聘岗位3：亚马逊客服人员（5人）3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网上店铺日常事务的跟踪处理，主要包括回复买家咨询，

对产品的运输、交付以及产品本身等售前售后问题作出积极响应并
解决；

2.分析产品数据并针对性调整运营方案，预估市场需求库存并
做好库存管理；

3.完成每日工作表的记录汇总，以及店铺销售额的统计汇总；
4.与各部门达成良好的沟通，做好支持与配合工作；
5.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资格：
1.具备良好的英语读写能力；
2.有丰富的产品电商销售分析经验，对提高各产品销售业

绩的相关要素能作出分析和判断，并能持续分析和改进销售方
法；

3.熟悉亚马逊各项政策，对维护和管理帐号安全有丰富的经验；
4.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且有强烈的客户服务意识。

福利待遇：
月休 4天及法定节假日、五险、员工生日会、团建、聚餐、年度旅

游、免费食宿、节日礼品等。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凤达凤翔城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9959555909（微信同号）

莆田市诺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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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温氏股份控股的下属
子公司，也是福建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以养鸡业为
主，实行“公司+家庭农场”产供销一
条龙的经营模式。

招聘岗位：环控设备专员（2人）

岗位描述：
1.负责环控设备养殖场的设备

调试、操作及维护保养等工作；
2.负责环控设备饲养管理的指

导、协调、检查及服务工作。
任职资格：
1.电子自动化、机械、机电类相

关专业毕业；
2.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责任

心强，执行力强；

3.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沟通协调能力。

薪资待遇：
1.年薪结构包括固定工资、绩效

奖金、年度奖金，应届生首年年薪如
下：大专 6万~10万元、本科 7万~15
万元、硕士10万~20万元、博士20万
~40万元，更有项目跟投、股权激励、

事业合伙人等长效激励机制；

2.周末双休，享受国家法定休

假、带薪年假、婚假、路程假等；
3.六险一金、定期旅游、免费体

检、员工宿舍、餐厅运动场所、员工
安居房等。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

太湖工业园区
联 系 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0594—5395291

莆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1.锐马（福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行政外联主管、

安卓APP开发工程师

联系方式：15980360692

2.粮耕园食品（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司机、营业员/促销员、销

售助理、仓库管理员

联系方式：18359024695

3.厦门易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理疗师、健康顾问、康复治疗师

联系方式：0592—3560419

4.莆田市荔城区大兴房产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销售代表、置业顾

问、房产金牌顾问

联系方式：13599015654

5.福建展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智能化设计师、弱电施工技术

员、机电二级建造师、CAD制图员

联系方式：0594—3336555

6.莆田市御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网络推广运营专员、网络营销

客服主管、客服专员

联系方式：13338523191

7.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市政公路设计、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施工员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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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莆田市辰和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运营、跨境电商运营、

客服

联系方式：0594—2521039

10.麦斯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话务员/行政中心客服、

莆田 12345 客服文职人员、值班客

服/话务人员（实习生）

联系方式：18950287612

11.莆田悦华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保安员、培训质检经理、西餐

服务员、宾客关系主任

联系方式：18030362030

12.庄严苑工艺品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行政助理、会计主

管、营销总监/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18059928666

13.莆田洛克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客房领班、酒店前台/收银、客

房服务员/清洁员、储备干部（客房）

联系方式：18020611755

14.莆田市澳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普工、办公室助

理、质检

联系方式：0594-2720150

15.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经理、采购主管/经理、总

经办职员、收银员、客服顾问

联系方式：18059506974

16.莆田市顺飞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会计、销售经理、外勤会

计、出纳、销售主管

联系方式：13799622158

17.莆田市华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CAD平面绘图员、业务员、中

央空调安装工、工程监理/工程管

理/现场负责人

联系方式：13850227188

18.福建省隆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助理、仓管员、电焊工、普

工/搬运工/技术工

联系方式：13515036098

19.莆田市华达广告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广告雕刻/喷绘技工/学徒、收

货/普工/生产内勤、市场营销/企业

策划、业务员/市场拓展

联系方式：13905047087

20.莆田市鑫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弱电施工技术员、智能化设计

师、项目经理

联系方式：18959530600

21.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公司保安、针车

品管、行政人事专员

联系方式：15105921247

22.福建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干部、操作工、会计、助理

联系方式：13860976625

23.莆田市城厢区希邦雅口腔门诊部

岗位：办公室文员、前台、客服、护士

联系方式：13599008778

24.莆田雷霆猎鹰射击俱乐部有限公司

岗位：研学教师、企划主管、文案策

划、销售总监

联系方式：15960509617

25.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储备主任、储备店长、店长助

理、门店综合主管

联系方式：15260953760

26.莆田市瑞斯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临床医师、病案室人员、药技师

联系方式：18149641450

27.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精品顾问、钣金中工

联系方式：18850900635

28.莆田积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店长、置业顾问、财务、人

事专员

电话：15260557552

29.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工程师、收银员、电子普

工、操作工

联系方式：0594—2651383

30.福建省万晨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地产客服专员、莆田置业顾问

（销售人员）、小区电工

联系方式：18030335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