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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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以专业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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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待遇：3300~4000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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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待遇：3800~45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5：平面设计（1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6：线上客服（1人）

薪资待遇：3500~45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7：办公文员（1人）

薪资待遇：3000~4000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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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莆田市骏驰工贸有限公司主导世界五百强品牌（西门子家用
电器），为员工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

招聘岗位1：储备店长全员（3人）底薪3200元/月+提成+年终奖

岗位描述：
1.负责门店周度会议组织，日常门店同事工作分配，门店同

事工作进度管理；
2.团结门店同事，配合公司领导按月完成业绩进度。

招聘岗位2：家电设计师（3人）底薪3000元/月+提成+年终奖

岗位描述：
1.负责家电销售及购买服务，并及时绘图；
2.向橱柜供方了解橱柜尺寸，并确定水电线路。

招聘岗位3：导购（4人）底薪2800元/月+提成+年终奖

岗位描述：

1.负责门店的日常接待及销售工作，协同设计师签下订单；

2.跟进送货、安装服务。

任职资格：

1.性格外向，擅长交际；

2.大专以上学历，有社会实践经验者优先。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凤凰山街道莆阳西路486号

联 系 人：徐智远

联系电话：18030367967

莆田市骏驰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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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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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力于

为政府机关、建设工程、企事业单位、院校和广大客户等提供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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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要求：
1.工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优先；

2.具有计划、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勇于挑战，能承受一定的

工作压力；

3.可熟练操作office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2：平面设计师（1人）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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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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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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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要求：
1.人力行政管理相关专业；

2.工作认真细致，积极主动，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

招聘岗位6：会计（1人）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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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
2.工作积极主动，充满热情，具备强烈的客户服务意识。

招聘岗位8：3D产品设计师（1人）
岗位要求：
1.工业设计类、数字媒体类相关专业；
2.可熟练使用3D max、R3D犀牛软件、Maya或Max软件。

招聘岗位9：视频剪辑师（1人）

岗位要求：
1.懂内容创作，传媒、影视、广告行业相关专业优先；
2.能熟练使用多类单反、数码相机、手机进行拍摄，擅长镜头

语言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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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福利：
1.薪资3500~8000元/月；
2.五险一金；
3.过节礼金（礼品）；
4.法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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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郭先生、黄女士
联系电话：18059506973、18059506974

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集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面包、西点、蛋糕、宴会冷点、伴手礼
和节令性产品的连锁烘焙美食企业，以精湛的技艺、健康美味的
产品、专业亲和的服务赢得消费者青睐。现有 80家门店分布于
莆田和福清区域，公司员工500人。2021年5月公司自主创立本
土品牌，品牌由向阳坊改为向阳松鼠。

招聘岗位1：生产实习生（30人）

岗位描述：
1.负责面包、蛋糕、西点、冷点等产品制作；
2.根据生产安排做好本岗位工作，按照工作流程进行产品制作；
3.负责工作区域的5S工作，定期做好卫生清洗工作；
4.保管工作用具，完成主管交办的其他任务。
任职要求：
1.身体健康，服从安排；
2.初中以上学历，年龄45岁以下，对烘焙行业有兴趣者优先。
薪资待遇：
试用期3000元/月，三个月后转正3200~4000元/月

招聘岗位2：市场营销员（30人）

岗位描述：
1.负责接待顾客，了解顾客需求并达成销售；
2.负责做好货品销售记录、盘点、账目核对等工作，按规定完

成各项销售统计工作；
3.完成商品的来货验收、上架陈列摆放、补货、退货、防损等

日常营业工作。
任职要求：
1.初中以上学历；
2.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服务意识，能吃苦耐劳；
4.能接受早晚班。

薪资待遇：
试用期3000元/月，三个月后转正3200~4500元/月

招聘岗位3：储备干部（10人）

岗位描述：
1.负责检查店内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完成公司下达的业绩、物耗、退货等各项指标；
3.对门店资产进行维护；
4.对所属人员仪容仪表、规范服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考核。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
2.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服务意识，能吃苦耐劳；
3.在校期间担任班干部或学生会干部的求职者优先考虑。
薪资待遇：
试用期3200元/月，三个月后转正4200~6000元/月

招聘岗位4：总账会计（1人）

岗位描述：
1.日常发票及付款凭证、工资发放入账；
2.每月供应商预付及应付账款欠票追踪；
3.供应商到票追踪、装订保存；
4.统计报表申报及补助资料收集申报；
5.记账凭证装订。
任职要求：
本科毕业生优先考虑。
薪资待遇：
试用期3500元/月，三个月后转正3700~4000元/月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南园东路278号（荔枝公园旁）
联 系 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18030342592

莆田向阳坊有限公司

大步（Double）早在 2009年就以香

港离岸公司的形式呈现并致力于跨

境电商的批发和零售。2011 年在浙

江省宁波市成立大步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是

一家新型电子商务公司。未来几年，

公司将致力于 LAZADA 为主的跨境

电商，在互联网+的同时，也将借移动

互联网的东风开辟新领域，打造属于

自己的特色平台和核心竞争力。

招聘岗位1：LAZADA运营专员（3人）

岗位描述：

LAZADA 平台的运营，产品选品、

优化等。

任职资格：

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薪资待遇：

试用期 2800元/月（试用期 1—2个

月），转正后底薪 3200 元/月+订单提

成+指标奖金

招聘岗位2：财务（2人）

岗位描述：
日常处理公司业务结算，登记和凭

证保管。
任职资格：
专科及以上学历。
薪资待遇：
试用期 3000元/月（试用期 1—2个

月），转正后底薪3500元/月+工作绩效
招聘岗位3：LAZADA运营助理（5人）

岗位描述：
负责协助 LAZADA 运营、产品上

架、相关日常报表统计和产品测评等。
任职资格：
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薪资待遇：
试用期 2500 元/月，转正后底薪

2800~3000元/月+订单提成+指标奖金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园路交叉口

东南侧联创国际广场B4幢
1308室

联 系 人：黄桂平
联系电话：18050578122

莆田大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莆田之星汽车有限公司

岗位：文员、保险助理、保修员

联系方式：18159032008

2.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生产助理、行政前台、人资

专员

联系方式：0594—2068966

3.莆田华迪汽车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电销顾问、市场总监

联系方式：0594—2700010

4.莆田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渠道专员、置业顾问

联系方式：18005940770

5.莆田市以斯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电脑美工、采购文员、客服

联系方式：15080160707

6.福建厚普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护士、导诊、医师、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18850971818

7.福建省黑土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话务员、理货员、市场部经理

联系方式：18850955898

8.莆田诸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电脑美工、运营主管、外贸文员、

选品专员

联系方式：15060143093

9.莆田市字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电脑美工、仓管主管、运营助理

联系方式：13860941854

10.莆田市辰弘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客服专员、人事行政专员

联系方式：18760551106

11.福建汇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客服、店长/店助、客服主管

联系方式：15980354443

12.莆田市艾美莉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网店美工、客服售后、售前客服

联系方式：17359057632

13.福建省万兴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岗位：辅助工兼司机、工程试验检测员、

工程试验检测师

联系方式：0594—2538288

14.莆田市城厢区彰耀九州建材商行

岗位：室内设计师、店员客服、工程管理

师、业务员

联系方式：18039045252

15.莆田市城厢区禾泽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无锁机车间主任、辅助车间主任、

技术员、行政

联系方式：18505943995

16.莆田市城厢区明星实验幼儿园有限公司

岗位：幼儿园教师、学校医保人员、保育

员、学校保安

联系方式：0594—6981868

17.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文员、电工、机修工、技术管理人

员储备、清洁工

联系方式：18750086051

18.福建省集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主办会计、亚马逊店长、拼多多运

营、京东运营

联系方式：18505008280

19.莆田市万事通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退货盘点、发货员、仓库主管、采

购员

联系方式：18650269909

20.莆田市佰纤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专员、电子商务英语客服、外

贸业务员、跨境电商外贸业务员

联系方式：13615981189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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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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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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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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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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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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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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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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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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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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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