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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公司坐落于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太湖临港工业园
区，占地面积 300亩，创办于 2012年，专业生产差别化高
端环保纱线，目前拥有 12万纱锭高自动化纺纱生产线。
公司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具有先进成熟的紧密赛络纺工
艺生产技术。主要产品：精梳棉、人棉、莫代尔、天丝、竹
纤维等纯纺混纺紧密赛络纱、CVC纱等。

招聘岗位1：质检员
岗位描述：
1.负责纱线的取样、检测、跟踪；
2.工作易学、简单、轻松，一星期就能独立操作；
3.配置空调，室内环境舒适。

招聘岗位2：技术管理人员储备
岗位描述：
负责日常生产运作机台的故障技术指导、计划检修、

保养。
任职要求：
1.电子、机电一体化、机械类等相关专业者优先考虑；
2.应届毕业生亦可；
3.具备一定动手能力；
4.工作细心，态度认真，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招聘岗位3：IT技术员
岗位描述：
1.负责公司整体系统的建设及维护，包括办公系统、

服务器维护等；
2.对公司网络系统、IP地址等进行调试及管理；
3.负责公司新建网络系统的编程、调配和安装工作；

4.负责维护公司计算机、系统和办公软件的稳定，定
期进行数据备份；

5.负责调试修理软硬件、网络、通讯等方面的故障；
6.负责定期对公司所用 IT系统存在的风险问题进行

处理，提高公司系统的安全性；
7.负责为其它部门提供 IT方面的技术支持。

招聘岗位4：普工/搬运工
岗位描述：
1.普工负责操作纺纱机台，新工亦可培训；
2.搬运工负责车间内前后道工序及半成品的转运回

收。
任职要求：
1.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2.遵守规章制度，服从工作安排。

招聘岗位5：装卸/搬运工
岗位描述：
1.根据出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当天的装柜工作；
2.根据仓管安排，负责将各种物料、成品、零部件等

物资从通道运送到指定库位；
3.根据车间生产需要，运送原料棉包排放；
4.装卸过程中，文明作业、安全第一、轻装轻放、重

不压轻、大不压小、堆放平稳、捆扎牢固、高度适当、整
齐有序。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太湖工业区华源工贸新厂

联 系 人：郑女士
联系方式：15961147346（微信同号）

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喜盈门国际商业连锁企业（以下简称喜盈门）
创立于 1997 年，总部设于上海，专业从事城市综合
体和建材家具广场项目的开发与运营管理。经营
业态涵盖建材家具、公寓式酒店、甲级写字楼、综合
百货、高端住宅、餐饮娱乐、亲子教育、酒店婚庆、设
计师产业园等。目前，喜盈门已在上海、福建、江
西、湖南、海南、四川等省份投资 30 多个大型商业
项目，总营业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极大地拉动了
项目地周边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建设发展
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当地政府的“商业名
片”。

招聘岗位1：招商专员/主管
岗位描述：
1.了解行业发展动态，收集市场信息；
2.配合主管及时完成招商任务；
3.负责招商前期意向客户的接待和沟通工作；
4.负责租赁合同、广告合同及其他招商资料的分类

归档工作；
5.完成商场各项主题促销活动的前期相关准备工

作。

招聘岗位2：楼层主管
岗位描述：
1.负责执行商场现场管理工作；
2.负责商场顾客服务、商户管理等工作；
3.负责商户进出场管理、商户节假日促销活动收集

等工作；
4.完成上级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任职要求：
1.善于协调沟通，亲和力佳；
2.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招聘岗位3：企划专员/主管
岗位描述：
1.负责参照商场全年促销活动，计划起草阶段性

促销活动方案，根据促销活动方案编制相应媒体广告
计划，并组织实施商户广告融资计划；

2.在上级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配合并完成上级布置
的各项日常工作，协调部门员工间的关系，确保工作顺利
进行；

3.根据部门活动及设计师活动总体目标，制定
年度、月度活动计划，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工
安排；

4.组织开展企划活动的策划、执行、监控及调查反
馈。

招聘岗位4：市场拓展主管
岗位描述：
1.按照公司标准，全面负责本区域市场调研、城市项

目的选址及开发投资工作；
2.完成目标城市内投资项目的筛选、立项、可行性研

究、投资方案选择等工作；
3.做好市场调研、商务谈判等投资拓展相关工作。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园东路199号喜盈门建材家
具广场5楼办公室（阳光假日大酒店旁）

联 系 人：徐女士
联系方式：18159012187（微信同号）

莆田喜盈门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7年，是一家基于“互联网+”的品牌
管理和品牌运营公司。目前公司已获茵曼、初语、史努
比、鳄鱼恤、意大利袋鼠等品牌的中国线上运营权。在业
务上与天猫、京东、唯品会、亚马逊等平台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通过专业的大数据整理分析能力和对各大电子
商务平台的熟练操作技能，公司向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垂直类（服饰）品牌运营公司不断迈进。

招聘岗位1：高级美工
岗位要求：
1.广告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同行业 1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
2.精通Photoshop等设计软件，对图片渲染和视觉效

果有较好认识；
3.有设计激情、设计感觉，眼光品位为首要考量标准。
福利待遇：
公司提供住宿，6天8小时工作制。

招聘岗位2：商品专员/主管
岗位描述：
1.对接工厂，对已下单产品的生产进度和交货期进

行跟催落实；
2.登记采购样品、制作采购单并提交审核；
3.协助后勤对采购物资质量的管控和及时性保障；
4.协助部门主管对接业务部门，制定采购计划，确保

库存能满足业务需求。

招聘岗位3：外贸业务员
岗位要求：
1.有外贸工作经验者或对网站推广优化有一定了解

者优先；
2.具备良好的英文书面读写能力；
3.及时处理客户邮件，定期更新产品信息，耐心解答

客户疑问；
4.通过电话沟通，协调跟进处理售中售后相关问题。

招聘岗位4：外贸客服/英语客服
岗位要求：
1.应届生，英语过四级，应届英语专业毕业生优先考

虑；
2.有英语基础的非英语专业者也可；
3.熟悉电邮操作，通过邮件与客户沟通。
岗位描述：
1.独立完成网上购物的售前、售中、售后工作；
2.解答顾客提问，引导顾客进行购买，促成交易；
3.对发出的货物进行有效跟踪处理，及时反馈问题，

确保服务质量；
4.对售出的产品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工作，提高服务

信誉。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东园西路1133号莆商中心大厦2楼
联 系 人：杨小姐
联系方式：15659587517

福建省汇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2年，由福建省饲料工业公

司和福建省饲料科学研究所引进外资合资成

立，是一家集动物养殖、营养及饲料研究开发和

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依靠自身

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和体制优势，以过硬的质

量和周全的服务赢得了市场认可，目前市场占

有率及影响力位居福建省行业前三，产品畅销

全国。公司每年产值 3亿多元，创税 2000万元

左右，多次被评为纳税先进单位，被授予“福建

省地产名货”“信誉第一 质量至上”和“福建市

场占有率之最”等荣誉称号。作为中外合资股

份制企业，公司管理体系健全，资信状况优良，

属“AAA”信用等级单位。

招聘岗位1：生产部副经理
任职资格：

1.生产管理、设备维修维护管理、机电一体

化等专业者优先；

2.有责任心，具备一定沟通协调、分析解决

能力。

薪资待遇：8000~10000元/月

招聘岗位2：设备维护
岗位描述：

1.负责制定设备检修计划和保养计划；
2.协助机修及保养工作。
薪资待遇：5000~7000元/月

招聘岗位3：营业室开单员
岗位描述：
负责营业室销售统计、开单等。
任职资格：
有一定电脑办公能力，高中以上文化。
薪资待遇：3500~5000元/月

招聘岗位4：办公室后勤
任职资格：
有一定电脑办公能力，高中以上文化。
薪资待遇：3500~5000元/月

招聘岗位5：普工
任职资格：
基本识字，吃苦耐劳，工作认真，服从安排。
薪资待遇：3500~6000元/月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太湖工业园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方式：18159382887

莆田市新兴达饲料有限公司

1.莆田市鑫联合物流有限公司

岗位：货车司机、财务、文员

联系方式：1506036900

2.莆田市城厢区振南美容诊所

岗位：美体师、美容师、护理师

联系方式：4000876600-4362

3.莆田市辰弘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夜班客服、Facebook广告投手、电商运

营经理

联系方式：18359003389

4.莆田市品尚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行政兼出纳、设计师、业务

员、安装人员

联系方式：0594-8558111

5.莆田市信成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招标文员、预算员

联系方式：13905949987

6.莆田市城厢区希邦雅口腔门诊部

岗位：护士、前台、洁牙师、客服、儿科牙医

联系方式：0594-2792233

7.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预算造价员、安全员、房建施工员、实

习生

联系方式：0594-2803077

8.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

岗位：市场主管、课程顾问、财务讲师

联系方式：18559062806

9.莆田市兴众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普工、销售经理、市场营销经理、平面

设计师

联系方式：13646993198

10.莆田市天骄广告装饰工作室

岗位：平面设计师、设计实习生、广告制作/

安装工人、学徒

联系方式：18050569806

11.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岗位：餐饮销售代表、生产技术员、业务员

联系方式：0595-68176599

12.福建亿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工程招标代理专员、工程造价咨询员、

行政专员、项目经办人

联系方式：13358538966

13.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普工、成品测试员、网络销售精英、鞋

胶技术员

联系方式：18159433611

14.福建省莆田市衡力传感器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普工、销售经理、外贸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18850967388

15.莆田市德勤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主管、主办会计、会计助理、财务

实习生

联系方式：18030397777

16.福建省中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资质专员、招投标文员、财务、工程部专员

联系方式：18505008890

17.莆田市易兴康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营销顾问、门店销售、售后服务人员

联系方式：15880382068

18.莆田市创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专员、文员、助理会计、外贸客服、

FB广告投手

联系方式：18750006372

19.莆田市蓝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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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莆田市牛电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电动车维修学徒、批发业务

员、储备店长、摩托车修理工

联系方式：15160242834

21.福建省思铭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招投标商务文员、售后技术工程师、会

计实习生、总经理助理

联系方式：13860965888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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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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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莆田市城厢区高克文具店

岗位：送货员、销售人员、业务员、理货员、运

营管理人员

联系方式：13850258480

25.莆田市凯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技术员、工程师、网络工程师、商务专

员

联系方式：0594-6739859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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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福建中电光谷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招商专员、运营经理、保洁、前台客服、

实习生（建筑设计）

联系方式：13666086458

28.莆田胡桃里娱乐有限公司

岗位：餐厅服务员、前台迎宾、短视频新媒体

运营、烧烤师傅

联系方式：18596961972

29.莆田市德泽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渠道业务员、送货司机、市场调查专

员、业务经理

联系方式：13607502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