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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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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家以专业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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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招聘岗位2：现烤员（5名）

薪资待遇：3300~40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3：生产岗位（5名）

招聘岗位4：品管员（1名）

薪资待遇：3800~45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5：平面设计（1名）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6：线上客服（1名）

薪资待遇：3500~4500元/月，月休4天
招聘岗位7：办公文员（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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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物业是“全球住宅开发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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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国内较具规模、兼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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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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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资料员（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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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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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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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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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4000~6000元/月
任职资格：
1.平面设计及相关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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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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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账号健康稳定；

3.跟踪产品销售情况，进行销售策略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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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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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护和管理账号安全有丰
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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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行者成立于2015年，在福建汽车市场发
展迅速。公司总部在福州，目前在福州、莆田、
厦门共设立15家门店，拥有十几万会员。蜂行
者除了提供汽车美容、保养、维修、钣金、救援、
二手车等传统业务外，还特别注重人才培养和
创业孵化，大力投入研发蜂巢信息系统，为企业
发展提供延展性信息平台。蜂行者是“高知高
管”型创业公司，斩获国内十几项“创新创业”大
奖，2020年一路突围市赛、省赛，入围“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

招聘岗位1：汽车维修学徒（机修、美容、钣金）
（20名）

任职资格：
1.喜欢汽车，热爱汽修行业；
2.想学习汽车美容技术；
3.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对职业有目标规

划。

招聘岗位2：门店财务（2名）

岗位描述：
1.门店日常收银操作，确保门店日常收银

数据准确、规范；
2.各往来账的核对、清收结算工作，确保各

往来账的准确；
3.及时登记核算门店毛利表。
任职资格：
1.积极主动学习，有上进心；

2.对职业有目标规划。

招聘岗位3：服务顾问（5名）

岗位描述：
1.做好客户接待及现场服务，挖掘客户需

求并提供解决方案；
2.跟踪客户施工项目，项目质检交付，

保证交车时的客户满意度，提升客户体验
感；

3.维护客户关系，处理各种客户投诉；
4.做好客勤关系，增强客户粘度，做客户的

车管家；
5.完成门店三大销售目标。
任职要求：
1.性格开朗乐观，待人亲和；
2.语言表达能力佳；
3.积极主动学习，有上进心，对职业有目标

规划。
福利待遇：
1.食宿全包；
2.月休4天（调休），另享婚假、产假、法定节

假日等假期；

3.享五险、带薪旅游、员工文化节、生日福
利等。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胜利南街1686号
联 系 人：王萍莲
联系电话：17759022380

蜂行者（莆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莆田市奇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房产中介、房产销售、房产经

纪人

联系方式：18559235258
2.福建百旺金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沟通会计、驻局财税销售、售后客服专员

联系方式：0591-83323820
3.宏豪（福建）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主管、仓库管理员、财务会计

联系方式：0594-2611768
4.莆田市德泽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渠道业务员、送货司机、业务兼司机、业务

文员

联系方式：13607502282
5.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网页制作、文案编辑策划、营销策划/销售

总监

联系方式：0594-2296608
6.莆田市安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出纳兼收银、喷漆学徒、洗车工

联系方式：18850961569
7.莆田市华达广告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广告制作、普工、学徒、平面美工

联系方式：13905047087
8.福建省中兴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助理、会计助理、执业药师、仓管员

联系方式：0594-2729088
9.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城厢支公司

岗位：车险续保电商专员、柜台打单岗、电销客

服文员

联系方式：0594-2155518
10.莆田市汇利来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导购员、商务专员、技术员、仓库员

联系方式：13859822988
11.莆田市宋黛儿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抖音运营、门店销售、店面导购、微信接单

客服、抖音主播

联系方式：13859834555
12.莆田市猛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速卖通客服、亚马逊专员、抖音主播、金融

储备干部、fb广告投手

联系方式：13666918280
13.莆田市英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跨境电商运营、跨境电商运营总监、

fb广告投手

联系方式：13666927331
14.莆田市满檀红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运营助理、外贸运营专员、facebook运营

专员、Lazada运营

联系方式：18030387359
15.莆田市众盛联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网络客服、客服咨询、网络咨询、程序员

联系方式：15999958280

16.莆田市城厢区金富士服装店

岗位：网络推广、渗透测试员、外贸日本站

seo 优化组长及主管、PHP 程序员、zencart 程
序员

联系方式：16605949719
17.莆田市艾美莉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天猫商城美工、天猫客服售后、天猫售前

客服

联系方式：17359057632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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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0510101
19.福建省汇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商品专员/主管、外贸业务员、高级美工、

英语客服、海外 sns营销总监

联系方式：15659587517
20.莆田富海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设计、外贸客服、财务、运营助理、电

脑文员

联系方式：13799632772
21.莆田市睿智幼教咨询有限公司城厢分公司

岗位：市场主管、课程顾问、保育员

联系方式：15080142336
22.莆田市城厢区励步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岗位：乐高编程老师、课程顾问、教学主管、电话

客服

联系方式：15959831996
23.莆田青逸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

岗位：医美网咨、客服、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13905045583
24.福建省金频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设计、百度竞价、文案编辑

联系方式：13599851705
25.莆田市城厢区墨韵教育咨询服务中心

岗位：小学托教老师

联系方式：1803900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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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

运营

联系方式：13850154625
27.美安居（莆田）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监理、项目经理合伙人、室内设计实习生

联系方式：0594-2601381
28.莆田市杰克梵伦服饰有限公司

岗位：汽修学徒、汽车中工师傅、运营（内勤）

联系方式：13599493476
29.莆田市城厢区本腾百货商行

岗位：微信客服、客服、主播带货、主播独立直播

间人员

联系方式：15260947244
30.莆田市幸福时刻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裱花师傅/学徒、物控文员、财务

联系方式：15860038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