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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三迪希尔顿逸林酒店是莆田市第一家按照国际
五星级标准修建的酒店，也是福建省首家入驻的希尔顿国
际品牌酒店。酒店于 2012年 12月 28日开业，由郭氏集团
三迪地产投资、希尔顿全球酒店管理集团管理，是莆田地
标性建筑。

酒店的整体设计风格围绕以“水”为主题展开设想构

思，共330间设计时尚的客房，包含22间豪华套房及1间总

统套房。客房设备全部按照希尔顿逸林标准，由国际知名

设计公司HBA设计。酒店提供全日餐厅，其中，御玺中餐
厅含 15间包房。此外，酒店还提供无柱大宴会厅、行政酒
廊、健身中心及水疗馆等。

招聘岗位1：预订文员（2人）2500~3000元/月
岗位描述：
为酒店收益部岗位，负责酒店客人预订工作及部门日

常工作的协调沟通。

招聘岗位2：各部门秘书/文员（3人）2500~3000元/月
岗位描述：
为酒店文职岗位，负责部门的日常工作协调，并协助上

级与其他部门及各分部之间的沟通。
招聘岗位3：中、西餐服务员（6人）2500~3000元/月

岗位描述：
为酒店餐饮部岗位，负责酒店客人的用餐接待相关工作。

招聘岗位4：大堂吧服务员（2人）2500~3000元/月
岗位描述：
为酒店餐饮部岗位，负责酒店客人的大堂吧饮品、餐饮

等相关接待服务工作。
任职要求：
不限，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2276号负一层
联 系 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15290853697（微信号同号）

莆田三迪希尔顿逸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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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拥有超过
百家实体门店和 1000多名员工，门店布局科学，市场占有
率领先，团队运营规范平稳。

招聘岗位1：人事专员岗位（3人）

岗位描述：
1.与部门沟通招聘需求，负责招聘工作；
2.组织、安排面试；
3.安排候选人入职；
4.候选人进入公司后，对试用期员工进行试用期沟

通。
任职资格：
1.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2.应届毕业生；
3.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2：储备干部岗位（3人）

岗位描述：
1.负责线上线下渠道的房产信息维护；
2.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看房体验，为业主提供优质的售

房体验；
3.促成买卖双方交易达成，协助双方合同签署、办理权

属转移等工作。

招聘岗位3：区域助理岗位（1人）

岗位描述：
1.协助区域经理对各门店进行管理；
2.负责区域业绩的统计、量化统计和管理；
3.负责区域员工的入离职及员工关系；
4.对各门店人员进行岗位补充；
5.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任职资格：
熟练操作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4：营运助理岗位（1人）

岗位描述：
1.根据公司年度战略目标，制定门店的年度、季度、月

度目标，并对目标达成过程、结果进行监管；
2.收集行业信息，挖掘新零售模式下的运营情况；
3.了解运营设置情况、销售模式，分析差异点并做相应

销售竞争策略；
4.定期与商场沟通维系，了解动向。
任职资格：
熟练操作word、excel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5：门店经理岗位（3人）

岗位描述：
1.负责公司产品的开发，并负责客户的接待与咨询，为

客户提供顾问式服务；
2.实时更新用户管理系统，提供专业数据支持；
3.进行市场分析及楼盘调研，发表专业测评、维护楼盘

数据；
4.了解客户需求，提供合适产品，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业

务协作关系。

招聘岗位6：房产经纪人岗位（20人）

岗位描述：
1.负责新客户和业主的开发；
2.负责客户与业主的接待与咨询，提供顾问式的咨询

服务；
3.负责公寓、别墅、写字楼的买卖与租赁服务。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后山路170号
联 系 人：周采星
联系电话：13559824410

莆田中联信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万兴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于2009年成立，坐落
莆田市城厢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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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几年的磨练和知识沉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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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拓展主要在福建省各个区域。

公司立足成为一个综合型资质检测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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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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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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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还将不定期聚

餐，举办各类文娱、抽奖活动及外出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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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应届生有感兴趣

也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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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集设计、制作、数码印刷、彩色及黑白打印、复印、
CAD出图、喷绘写真、各种精美装订于一体，凭借一流的产
品质量和精湛的技术服务，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公
司以积极进取、求实严谨的工作态度，不断开拓创新，以服
务为核心，视质量为生命，奉客户为上帝，竭诚为客户提供
性价比最高的优质产品。

招聘岗位1：设计师（4名）

任职资格：
1.熟练操作PS、CDR、AI等设计软件；
2.脾气好、态度佳；
3.灵活、能吃苦。

招聘岗位2：前台（2名）

任职资格：
1.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2.善于沟通；

3.礼貌，形象佳。

招聘岗位3：后期技术员（4名）

任职资格：

1.做事干练灵活；

2.勤劳能干。

招聘岗位4：学徒（4名）

任职资格：

肯学能吃苦。

薪资待遇：面谈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东园西路西山小区B区印优图文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18850971580

莆田市城厢区印优图文中心

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以互联网为
依托，专注于品牌管理和品牌运营的年轻公
司，旗下有自主运动潮牌。公司依托全产业
链的资源集成优势，整合莆田、泉州及温州
优秀鞋产业资源，实现了自主品牌运动鞋从
生产、包装到销售的全流程运作，现已是市
政重点扶持单位。

公司以天猫、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国
内各大电商平台销售为依托，结合抖音和快
手等主流短视频平台，引流和沉淀粉丝，搭
建网红大 IP，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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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协助运营店长进行店铺推广工作；
2.及时做好产品更新及优化工作。
任职资格：
经验不限，有电商客服经验或运营经验

可优先考虑录用。

招聘岗位2：平台主播（6人）

5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负责天猫、抖音平台的带货主播工作及

直播切片等短视频拍摄。
任职资格：
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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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40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1.摄影助理：协助摄影师做好灯光、布景

等方面的工作以及产品拍摄工作；
2.设计助理：协助视觉设计师，做好店铺

的整体界面风格和页面设计。
任职资格：
1.热爱摄影，会简单拍摄；
2.能熟练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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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仓储物流管理工作，前期先轮岗学

习，后期根据能力可直接定岗。
任职资格：
1.物流或仓储管理专业优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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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视觉设计/短视频/仓储物流/客服

等。
任职资格：
1.热爱电商，有志在电商行业发展；
2.工作踏实，当过学生干部者优先考虑。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465号
宏基财富中心5楼

联 系 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17359501592

莆田市美度贸易有限公司

1.莆田市伟丰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自动印刷员、品管主任、主面料仓管

员、裁断组长

联系方式：0594-2812888
2.庄严苑工艺品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跟单、营销总监/销售经理、会计主

管、办公室助理

联系方式：0594-2036677
3.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造价员、市政公路设计、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文员

联系方式：17759840107
4.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门店营业员、机修电焊工、平面设计、

品管员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5.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运营总监、财务总监、法务

专员

联系方式：0594-8987328
6.莆田市来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核算报价人员、船务、行政文员、修理

师傅

联系方式：0594-2899999
7.福建众飚招标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投标文员、财务会计、财务助理

联系方式：18396080919
8.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总监、销售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联系方式：0594-6705641
9.伦琴医疗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运营企划部主任、影像/放射/MRI/CT
医生、网络新媒体主管

联系方式：18159391000
10.莆田市家缘房产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房产经纪人、行政专员、人

事经理

联系方式：13799671555
11.福建一品康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保安、司机、搬运

联系方式：0594-2651855
12.莆田市三威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保安、门卫

联系方式：13959558519
13.莆田爱心岛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导购员、会计

联系方式：13615995658
14.莆田市城厢区骏艺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员、销售助理、运营主管

联系方式：18150283736
15.莆田市艾美莉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售前客服、售后客服

联系方式：17359057632
16.莆田市天顺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保安、司机、搬运

联系方式：15060359685
17.莆田市欧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运营专员、人事经理

联系方式：15980760727
18.莆田市万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设计师、行政专员、电销专员

联系方式：13859855829
19.莆田市凯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文员、工程师、商务专员

联系方式：0594-6739859
20.莆田市广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保安、司机、搬运

联系方式：18760570072
21.莆田市梦想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电商会计、网络客服、天猫客服、天猫

美工

联系方式：15860007609
22.莆田市城厢区高克文具店

岗位：业务员、文员、导购人员、理货员

联系方式：13850258480
23.福建很稳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电话客服、贷后业务员、实习生/应届毕

业生

联系方式：13607537005
24.莆田市城厢区恒裕电器服务部

岗位：文员、客服、空调安装师傅、维修师傅

联系方式：13950708085
25.中建豪城建设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会计、房屋测量员、测量

员

联系方式：0594-2602891
26.莆田市城厢区懿之恋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速卖通外贸业务员、外贸业务员实习、

外贸独立站运营

联系方式：13850154625
27.天津乐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鞋类设计师、公众号/微商城运营、出纳

联系方式：15659548781
28.莆田市凤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保安、客服、工程（水电工）

联系方式：0594-2361811
29.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岗位：网站编辑、文案、临床医助、麻醉师

联系方式：13515932065
30.莆田上德若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电话客服、应届生实习会计、销售顾问

联系方式：15860025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