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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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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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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试用期员工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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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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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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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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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办公软件。

招聘岗位5：门店经理岗位（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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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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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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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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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了自主品牌运动鞋从生产、包装到销售的

全流程运作，是莆田市政重点扶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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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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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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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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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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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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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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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通过国家工信部“两化”（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的中式菜肴生产标杆企业。2019
年引进孙宝国院士专家团队，设立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执笔的中国《预制包装菜肴》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公司“鲍鱼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关键
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

“科技进步奖”。2020年获评福建省“省级技术中心”，并通过
“绿色工厂”名单验收，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
奖等。产品销售市场遍布全国，在 29个省（直辖市）设立合
作办事处，拥有完善的销售网络。

招聘岗位1：总裁秘书（1名）5000~8000元/月
岗位描述：
1.协调、安排总裁的工作日程和各项活动；
2.参与相关会议并做好会议记录，整理编写会议纪要，

经审阅下发；
3.汇总整理上报总裁的各类文件，并协调总裁及时处理

后回复、登记、存档；
4.负责总裁各类收文、发文的日常流转、追踪。

招聘岗位2：生产储干（3名）35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1.完成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组织协调生产；
2.监控生产关键控制点，控制产品生产过程，确保产品

质量；
3.协调生产工序，优化生产过程；
4.抓好生产安全教育，保证安全生产。

招聘岗位3：统计专员（1名）3200~4500元/月
岗位描述：
1.在部门经理的领导下，做好生产部门生产数据、考勤

数据、薪资数据的统计；
2.负责生产车间每天产品产量的统计工作，保证真实准

确，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领导通报生产现场情况，为公司领
导提供可靠的生产信息；

3.按照公司要求，及时向办公室报告每日生产情况。

招聘岗位4：品控专员（5名）3500~5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产品现场质量监控、检测，按照工艺要求的监控

点和频率及时进行巡检；
2.负责监督生产员工按工艺要求进行操作；
3.对生产现场环境、人员、工器具、设备卫生进行监督。

招聘岗位5：销售内勤（储备1名）

岗位职责：
1.接收客户下单，核算订单金额，跟踪客户回款；
2.下达订单需求（协助生管排单）；
3.冷藏物流对接，安排发货，运费结算；
4.日常登记客户投诉，及时反馈给品管专员，耐心解答

客户顾虑，安排退货。

招聘岗位6：营销储备干部（10名）

岗位描述：
1.根据区域业务销售目标，分解并制定实施项目销售计

划，挖掘销售机会，并负责开拓和维护；
2.通过业务拜访等方式，进行业务开发及签约，达成销

售目标；
3.走访市场，了解市场信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客户；
4.执行公司形象店建设、促销、试吃等品牌推广活动。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工业园
联 系 人：许女士、戴女士
联系电话：15160457488、15860025033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富宏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文庆）：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洪淑红诉你公司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等争议一案[闽莆

城劳仲案（2021）225号]，因无法找到你公司，也无法联系到你公司法定代表人，邮
寄给你公司的有关通知及材料等也被退回，为此，本委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参加仲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等材料”，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该案本委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点进
行开庭审理，本委仲裁庭位于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城厢区人社保障综合
楼 2楼，请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出庭，本委
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 10天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对本委作出的裁决结果不服的，应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本委联系电话
0594-2670178，联系人潘先生（手机号13626900202）。

特此通告。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20日

公告

1.莆田市城厢区曜铖职业培训学校

岗位：办公室文员、出纳

联系方式：0594-221691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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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电工、电子工程师、机械技术员

联系方式：15860089252

4.莆田市城厢区鼎旺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客服、新媒体运营

联系方式：1815939050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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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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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员

联系方式：13607502282

7.福建省火眼鉴真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投标专员、标书制作专员、文员

联系方式：1780593676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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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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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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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莆田胡桃里娱乐有限公司

岗位：甜品厨师、西餐厨师、凉菜厨师

联系方式：18596961972

12.莆田市城厢区本腾百货商行

岗位：微信客服、客服、带货主播

联系方式：1526094724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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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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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0200333

15.莆田市城厢区希邦雅口腔门诊部

岗位：客服、人力资源专员、口腔护士、

咨询师

联系方式：1802061080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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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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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366691828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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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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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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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莆田市幸福时刻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裱花学徒、裱花师傅、物控文员、

财务

联系方式：15860038513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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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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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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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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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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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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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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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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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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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