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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物业是“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中国首批上市公司万
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下属机构，1992年 1月在深圳注
册成立。服务项目包括高层、多层住宅、别墅、写字楼、社区商业、
政府公共物业等多种类型，现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兼具最佳
服务品质及客户口碑的物业服务领航企业。

招聘岗位1：安全员
任职资格：
1.年龄18—40周岁，服务意识强；
2.净身高 1.70米以上，无近视、纹身，体形标准，身体健康，吃

苦耐劳；
3.退伍军人或有保安经验者优先考虑。
福利待遇：
1.转正到手薪资约4700~5400元/月；
2.两班倒，每天工作12小时，月休3天；
3.通过公司星级考试可额外享受星级津贴；

4.工作每满半年，享有司龄奖金；
5.每年5至10月享受防暑降温费，提供降温饮品；
6.提供员工宿舍，宿舍配有免费wifi、空调、热水器、洗衣机及

置物柜等；
7.入职满一年，享受带薪年假；
8.入职享受五险，满一年享受公积金待遇。

招聘岗位2：机电维修员
任职资格：
1.年龄18—40周岁，中专以上学历，持电工上岗操作证；
2.熟练掌握弱电各项操作，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
3.服务态度好，服务意识强。
工作时间：
9∶00—18∶00，月休4天。

联系人：李女士
电 话：18650253589

厦门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5年 8月，是莆田市华林工业园区内规模最大
的外资企业。公司专业生产运动鞋，年创产值 3亿多元。现有员
工 2000多人，多数来自本省及四川、江西、河南、贵州、云南、湖南
等地。公司推行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有优良的发展平台，表现
突出的员工将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招聘岗位：
1.针车课：单针数名、双针数名、手工数名（生手也可）；

2.裁断课：熟练裁皮机手5名、点检5名、副料机手5名、
拉料员1名；

3.电脑课：电脑针车员10名；

4.成型课：组长1名、前帮3名、贴底5名、刷胶4名、套楦
4名、领料3名、画线4名、底胶4名、普工15名；

5.手工课、储一课：削皮5名、手工印刷3名、中仓品检2
名、缴库1名、压标3名；

6.高频：挂丁、高频数名、印刷2名、品检1名、高频补制员
1名、激光1名；

7.仓储课：搬运工1名、办事员1名（限女性）；

8.品管部：针车巡检2名、成检5名、仓检1名；

9.开发室：下料员1名、版助1名、技转1名；

10.行政部：食堂阿姨1名、保安1名；

11.业务部：船务（会英语）1名；

12.采购部：采购员（负责五金、内勤）1名。

任职资格：
1.男：18—60周岁，女：18—55周岁；

2.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薪资福利：
公司提供食宿，可接受生手，薪资面议。

联 系 人：林小姐、翁小姐
联系电话：0594—2031681
地 址：莆田市华林工业园区荔华西大道1116号（从莆田汽

车站坐2路、28路、101路、102路、152路、156路车
可直达公司）

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平行威客（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智慧交易，为
智慧型人才提供创业机会和帮助。平行威客以积极向上的冲劲，
不断创造新辉煌，立志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公司本着精益求精
的用人标准，为新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及富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招聘岗位1：财税专员（8人）

岗位描述：
1.认真学习工商、税务办理流程；
2.接收完成主管交办的工作事项；
3.采集税务、工商最新的政策上报主管；
4.前往银行签署三方协议，打印对账单、回单；
5.办理税务登记、制定三方协议；
6.负责每季度的申报。
任职资格：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专业不限，金融、财会等商科专业优先，欢迎优秀应届毕业生；
3.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一定的抗压能力。

招聘岗位2：会计（2人）

岗位描述：
1.负责与一般纳税人的账务及报税工作；
2.负责与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沟通；
3.负责账务分析及财务预算管理；
4.负责公司账务及年检工作；
5.负责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工商年检工作；
6.负责公司审计、税审、专项申请的财务工作；

7.完成领导临时安排的工作。
任职资格：
1.统招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财务资格证书；
2.熟悉使用财务软件，能熟练操作常用办公软件；
3.懂得分析财务报表及财务数据预测；
4.工作细致严谨，责任心强、吃苦耐劳。

招聘岗位3：文职秘书（2人）

岗位描述：
1.负责公文写作；
2.负责公司行政内务；
3.协调部门之间的工作；
4.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事务。
任职资格：
1.本科以上学历，中文系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具备优秀的写作能力，有公文、文案和公众号等写作经验者

优先；
3.形象气质较佳，笑容甜美，普通话标准。
薪资待遇：
1.月薪3500~4500元/月，享五险一金、绩效奖金；
2.享周末双休和带薪年假；
3.市区办公。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696号华友实业大厦12层
联 系 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18059938005

平行威客（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利待遇：
1.八小时工作制，单休，女性员工每月享有带薪生理假；
2.极具市场竞争力的薪酬，还另享有年终13薪、带薪年假、保险缴纳等；
3.完善的培训体系，规范的晋升体系；
4.加班补贴、大夜补贴、法定节假日补贴，满勤奖，绩效奖；

5.提供优良的工作住宿环境，成立员工生活俱乐部，定期举办
生日福利、节日庆典、运动健身、观影等各类员工活动。
地 址：莆田市学园南路城厢区法院正对面（文献生活二楼）
联 系 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0594—2656918/19959539770（微信同号）

招聘类别

管培生

管培生

运营类

运营类

运营类

职能类

职能类

职能类

职能类

创业类

岗位

零售运营管培生
人资行政管培生

店长
店员

门店兼职工
副总助理
人事专员

商贸业务专员
水电维修员
合伙店老板

专业要求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文科类相关专业

人力资源相关课程专业

不限

学历不限，持有电工证

不限

人数

15人

2人

5人

10人

10人

1人

1人

2人

2人

10人

公司创办于1995年，长期致力于便利店的连锁经营与服务创
新，现拥有三家全资公司和 320多家门店，“文献生活”、“便利巢”

直营店和“快巢”加盟店以及“酒自在酒超”遍布莆田、泉州、福州等
地区，连续多年稳居福建省便利店前五榜单。

福建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行政：张经理 13959526153、郑小

姐/苏小姐0594-6796611
针车：李先生19105946326
裁断、手工：方小姐13959529919
成型：张先生18760530256、宋先生

福建省新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冲裁岗位

针车岗位

电脑车岗位

成型岗位

品管岗位

薪资待遇

4000~10000元/月

4000~12000元/月

4000~12000元/月

3700~7000元/月

4000~5500元/月

正式工入厂补贴

熟练工800元/年

2000~2600元/年

1000元/年（不含学徒工）

1500~2200元/年（按工种）

1000元/年（技术熟练工）

公司坐落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
业园区，主要生产美国第二大运动
鞋品牌——斯凯奇订单。因订单充

足，公司将扩大生产成型流水线，
现面向市场招聘大量制鞋技术工
和普工。

1.莆田市鑫盾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天猫主播、淘宝天猫客服、

淘宝天猫助理增单员

联系方式：15080160181

2.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搬运工、生产储备干部、行政主

管、销售内勤、仓管员

联系方式：15860025033

3.莆田市宋黛儿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抖音运营、店面导购、抖音主播、

门店销售、微信接单客服

联系方式：13859834555

4.福建云数字档案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档案项目主管、档案整理员、档

案扫描员、项目经理

联系方式：13905940117

5.莆田市家缘房产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行政专员、房产销售、

置业顾问

联系方式：17305946632

6.莆田市创搏鞋服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员、保安队长、开发助理

联系方式：13062293922

7.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质检员、机修工、电工、临时工、

清洁工、技术管理人员储备

联系方式：18750086051

8.福建亿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综合部专员、项目经办、专业监

理工程师、工程造价咨询员、工程招标

代理专员

联系方式：13358538966

9.福建省锦业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会计、会计实习生、会计主管

联系方式：13959555385

10.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行政专员、出纳、钣金中/大工、保

洁阿姨、财务会计

联系方式：18850902630

11.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区域经理、人事行政经理、总监、

商务经理、财务经理、内容策划

联系方式：0594—8987328

12.莆田市东盛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跟单业务员、后道检查工、人力

资源专员、国内市场业务员

联系方式：0594—2613392

13.莆田市昱达鞋材有限公司

岗位：货车司机、仓管员

联系方式：13850200776

14.莆田市安福零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专员、外贸专员、外贸客

服、外贸运营

联系方式：0594—6062888

15.莆田市易客制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办公文员、平面排版员、配货包

装工

联系方式：18059596764

16.莆田市艾达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运营专员、办公文员、视

频剪辑师、衣服印刷工

联系方式：13706098571

17.莆田市城厢区启赋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特殊教育融合老师、特殊教育个

训师、言语老师、助教/保育员

联系方式：0594—2512889

18.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岗位：护士、助产士、药房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0594—6971235

19.莆田市速广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供应链主管、仓库主管、技术员、

配货打单员、采购人员

联系方式：18650805022

20.莆田市骊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销售精英、房产销售

联系方式：13860940916

21.莆田市城厢区华丰幼儿园

岗位：幼师、文员、音乐老师、舞蹈老

师、保安

联系方式：15860062017

22.莆田市科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主办会计

联系方式：13799620518

23.莆田市城厢区彰耀九州建材商行

岗位：业务员、店员客服、室内设计师、

工程管理师、销售业务员

联系方式：18039045252

24.莆田市鑫盾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淘宝天猫客服主管、摄影

师、运营助理

联系方式：15080124568

25.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仓库文员、仓管员、门店营业员、

现烤学徒、机修电工

联系方式：13860943894

26.莆田市城厢区萧氏办公用品批发城

岗位：总经理助理、文员、广告策划、营

业员、煮饭阿姨

联系方式：13950762510

27.莆田市城厢区赐柠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外贸英语客服

联系方式：18050583132

28.莆田市城厢区诚味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营销财务助理、策划专员、销售

内勤、培训经理、研发文员

联系方式：0594—2826669

29.莆田市城厢区容百帆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小学辅导老师、课后作业辅导教

师、周末培训教师

联系方式：13338517333

30.莆田市城厢区明心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晚托兼职老师、少儿美术老师、初

中数学老师、小学作文老师、拼音老师

联系方式：15860038075

15559522816、李先生15160248040

地址：莆田市华林工业区新星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从莆田汽车站坐2

路车或坐华亭车可直达公司，从

莆田火车站坐501路车或551路

车直达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