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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自主研发
能力，致力于医疗健康和卫生领域整体数字化解决方案
的研发及维护的科技公司。公司秉承“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的发展理念，凭借先进的技术、完善的产品、周到
的服务，为医疗信息行业做出突出贡献，被评定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招聘岗位1：软件实施工程师
任职要求：
1.计算机专业，熟悉数据库；
2.性格开朗，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良好的

服务意识；
3.较强的学习能力，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并能适

应赴外地出差。

招聘岗位2：软件测试工程师
任职要求：
1.负责网络项目测试工作，保证产品功能和性能

质量；
2.能精准描述BUG（计算机漏洞）的产生过程和现

象，准确定位跟踪并解决；
3.编写测试用例，完成测试计划，并负责缺陷的跟踪

和管理；
4.负责研究产品的测试解决方案、测试方法创新，提

升整体测试效率；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招聘岗位3：企划文案广告策划
任职要求：
1.负责项目宣传道具配文、物料文字以及平面广告

文案创意的撰写；

2.负责公司对外推广、媒体报道的文稿撰写及创意
表现；

3.负责公司品牌文案撰写；
4.负责项目宣传策划文案的撰写及相关计划规划的

拟写；
5.为公司网站及其他品牌推广做好文字撰写工作；
6.负责项目各种新闻的撰写；
7.负责公司各种文字工作的整理与撰写。

招聘岗位4：产品经理
任职要求：
1.计算机软件工程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2年

工作经验；
2.至少掌握一种原型化工具，如Axure；
3.熟练使用word、excel、visio等办公软件；
4.语言沟通表达能力强，文档写作思路清晰、结

构严谨。

招聘岗位5：JAVA工程师
任职要求：
1.计算机软件工程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2年

工作经验；
2.精通web开发，熟悉 J2EE规范，熟悉各种常用设

计模式；
3.熟悉常用数据库oracle、mysql；
4.熟悉Linux操作系统；

5.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2555号1号楼
联 系 人：俞女士
联系方式：13599018966（微信同号）

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系一所集中小学辅
导、托辅教育、教育咨询为一体的综合型教育连锁机
构。公司业务包括中小学 K12 培训、托辅培训、研学
等。公司深根莆田 10年，着眼于福建，已投资开设超过
20所分校区。

招聘岗位1：实习教师/辅导教师（5名）

3500~6000元/月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师范类毕业生优先考虑；
2.责任心强，对学生有爱心和耐心；
3.有代课经验者或相关培训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招聘岗位2：作文/数学/英语/书法老师（各2名）

4000~8000元/月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师范类毕业生优先考虑；
2.学科专业知识功底扎实；
3.性格开朗，善于沟通交流。

招聘岗位3：课程顾问（各2名）

3000~8000元/月
任职要求：
1.有市场推广等相关经验；

2.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能吃苦；
3.性格外向，善于沟通交流。

招聘岗位4：校长（3名）薪资面谈

任职要求：
热爱教育事业，有两年以上教学管理经验者优先考虑。

招聘岗位5：储备管理干部（10名）

4000~7000元/月
任职要求：
1.有培训或课后托辅等相关教学经验；
2.善于沟通与交流，善于管理学生；
3.热爱教育事业，有一年以上中小学教学管理经验

者优先考虑。
福利待遇：
1.提供同行业内极具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2.分阶段晋升，每学期都有调薪和升职空间；

3.完善的培训体系：入职员工岗前培训、专业技能培训；

4.包食宿；
5.享受五险。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万达广场旁幸福家园2楼
联 系 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860062908

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由莆田市华

宇鞋业有限公司与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共同创

办的一家集科研、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致力于研发高性能环保节能型胶粘剂，拥有多项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以第一起草单位身份主导制定

国家标准GB/T30779-2014《鞋用水性聚氨酯胶粘剂》、

GB/T39294-2020《胶粘剂变色（黄变）性能的测定》，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GB/T33333-2016《木材胶粘剂拉伸剪

切强度的试验方法》，同时承担多项福建省、莆田市科技

计划项目。

招聘岗位1：业务销售（外派）（30名）

岗位描述：

负责环保木用胶的销售业务工作。

任职要求：

中技/中专以上学历，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薪资待遇：

1.底薪+销售额提成+客户数提成（有能力者年薪可

达百万元）；

2.享有法定节假日、五险、包住、餐补、交通补贴

等福利。

工作地点：
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山东、四川、河北等地区。

招聘岗位2：水性胶销售（30名）

任职要求：
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

薪资待遇：
底薪+销售额提成+客户数提成。

招聘岗位3：网络营销（20名）

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大专以上学历，熟练运用电脑；
2.要求工作认真细致、有责任心，良好的服务意识。
薪资待遇：
底薪（3000~5000 元/月）+客户数提成+销售额提

成。

招聘岗位4：行政企划经理（1名）

任职要求：
1.市场营销、广告学相关专业；
2.负责公司对外品牌形象的宣传及推广、工作的洽

谈及安排；
3.负责营销活动方案的策划并组织实施，对活动效

果进行评估分析；
4.根据公司定位与市场方向，利用资源策划并定期

安排组织各项市场（会员/宣传/营销）活动；
5.负责微信群、抖音、电商平台等宣传渠道的维护及

活动策划的监督。
薪资待遇：
5000~8000元/月
福利待遇：
1.8小时班制，六日工作制，享法定节假日及春节25

天左右带薪假；

2.享五险；

3.食宿全包。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济开发区
联 系 人：林先生、龙女士
联系电话：18100596153、17359425332、0594-2572888

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1月，是国家级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位于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
华林工业园。三利谱光电研发实力雄厚，拥有
约4000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及国内最早从事偏光
片技术研发的团队。现有光明工厂、松岗工厂、
莆田工厂、合肥工厂。诚邀拥有梦想并锐意进
取的您加入，在发展中国民族品牌的舞台上尽
情激发潜能，成就自我。

招聘岗位1：助理工程师/新厂储干（90名）

5000~10000元/月
任职资格：
1.本科及以上学历，22—35岁；
2.物理、化学、机电、管理等专业优先；
3.参加过光电设计、电子科技类竞赛及创新

科研项目者优先；
4.前期能适应两班倒；
5.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责任心。

招聘岗位2：技术员（15名）

4500~6000元/月
任职资格：
1.大专及以上学历，20—35岁；
2.物理、化学、机电、管理等专业优先；
3.善于整理日常的技术资料，愿意从一线做起；
4.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队合作精神；
5.能适应两班倒。
福利待遇：
1.享有工龄奖：满6个月，100元/月，满1年，

300元/月，满2年，400元/月；
2.享五险一金、年休假、节日礼品、生日礼

品、年终奖等。
联 系 人：阮女士
联系电话：0594-2096111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下花路口

（奥迪4S店后面）中科盛华大院6号楼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1.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财务结算员、销售顾问、行政专员、钣金

中/大工、材料会计

联系方式：18850902630

2.正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小区保安、秩序形象岗、迎宾接待

联系方式：0594-2250016

3.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电工、电脑技术人员、人事专员、门店

店长

联系方式：18950793157

4.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设计专员、应收会计、人事专员、搬运

工、生产储备干部

联系方式：15860025033

5.莆田市大邦太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喷漆中工、电销客服、事故顾问、售后服

务经理

联系方式：17705040009

6.莆田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置业顾问、策划专员

联系方式：18005940770

7.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普工、技术员、品检、设备工程师、仓库

主管

联系方式：18659477773

8.福建华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土建预算员、市政预算员

联系方式：13850259063

9.莆田市阳光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岗位：应届生见习社工、青少年社工、实习生

联系方式：13559197437

10.福建筑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园林绿化预算员、水利工程预算员、投

标专员

联系方式：13055680896

11.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质检员、保养工、机修工、电工

联系方式：15961147346

12.莆田市城厢区曜铖职业培训学校

岗位：办公室文员、会计、出纳

联系方式：0594-2216919

13.福建省华成广告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仓管员、普工、行政专员、客服文

员、司机

联系方式：13515926500

14.莆田市创盟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微信营销、线上销售专员、招聘专员

联系方式：18050578764

15.莆田市万町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网站美工、Facebook投手、Shopify运营

主管、FB运营总监

联系方式：18965442243

16.莆田市彬彬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专员、亚马逊精品运营、文员、财务

联系方式：13626922555

17.莆田市城厢区星禾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个训老师、特教老师、音乐老师、体能老

师、手工劳技老师

联系方式：15880311177

18.莆田市城厢区智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会计助理、会计实习生、主办会计

联系方式：15892052093

19.莆田市三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园林施工员、园林景观设计师

联系方式：13950788217

20.莆田市学海龙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初/高中数学教师、教务教师、市场调

查员

联系方式：15080353698

21.莆田万辉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医生助理、客服部口腔顾问、洁牙师、前

台客服

联系方式：0594-2560588

22.莆田市城厢区极思舞蹈信息咨询服务部

岗位：派发传单业务员、全职或兼职业务员、

直播、舞蹈业务员

联系方式：18581802222

23.莆田市众成通信有限公司

岗位：电话客服、移动外呼客服、白班客服、话

务员

联系方式：13615998737

24.莆田市城厢区文禹食杂店

岗位：送货司机、随车搬运工、超市收银员、仓

库文员

联系方式：18120999955

25.莆田市城厢区诚味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设备专员、品控主任、员工食堂厨

师、设备经理、策划专员、产品专员

联系方式：0594-2826669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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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专员

联系方式：15659587517

27.莆田市城厢区启赋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招生专员、市场专员、特殊教育个训师、

言语老师

联系方式：0594-2512889

28.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大底采购员、CI专员、品管组长、仓管员

联系方式：13559808066

29.莆田市城厢区诚正广告店

岗位：智普工、学徒工、广告安装工

联系方式：15205909516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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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亚马逊外贸专员

联系方式：15160463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