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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教育厅、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补充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教规［2022］3号）及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做好2022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闽教师〔2022〕8号）精神，结合城厢区教师队伍实际，
特制定城厢区2022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新任教师工作方案如下：

一、招聘对象
面向全国，年龄35周岁及以下（即1986年3月及以后出生）的应往届毕业生。

三、招聘方式
采取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笔试委托省教育厅统一组织，资格初
审、复核、面试、考察、体检、拟聘用人选公
示、聘用手续办理等工作由城厢区招聘领
导小组组织。具体招聘工作由城厢区教
育局组织实施，城厢区人社局、区编办参
与对招聘工作组织的指导和实施方案的
监管，城厢区纪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组对
公开招聘工作实行全过程监督。

四、报名
1.报名时间：3 月

25日 8∶00至 3月 31日
17∶30。

2.报名方式：采取
网上报名，请登录福建
教育考试院网站（网址：
http：//www.eeafj.cn/）
教师招考专栏。

招聘详情请
扫描二维码查看

二、招聘岗位、人数、条件（只截取部分）

莆田市城厢区中小学公开招聘新任教师

三、招聘方式
本次招聘采取面试考核的方式进行，

由区人社局、区教育局组织实施。
1.面试对象：经现场资格审核符合报

名条件的报考者，全部列为面试对象。
2.面试方式：本次考核招聘面试采用

教学技能（包括学科基本素养测试和片
段教学）考核方式进行。

四、报名
报名时间：以区为单位报名，时间为 3

月 30日—3月 31日（上班时间，逾期不予
受理）。

报名方式：本次招
聘采取现场报名方式
进行。

地点：莆田市城厢
区教育局三楼会议室
（城厢区荔城中大道
750号）。

招聘详情请
扫描二维码查看

莆田市城厢区2022年考核招聘高中新任教师
为提高城厢区高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推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福建省教育厅、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补充工作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闽教规［2022］3号）精神，结合城厢区实际，特制定城厢区2022年考核招聘高中新任教师工作方案如下：

一、招聘对象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生；
2.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和师范类本科毕业生；
3.省内本科高校应届优秀师范毕业生（本专业综合评价前20%）、省内本科高校中通过二级认证师范专业的应届优秀毕

业生（本专业综合评价前30%）。

二、招聘岗位、人数、条件（只截取部分）

招聘岗位1：普工/车工（100人）

薪资待遇：4500~8000元/月
任职资格：
1.服从管理；
2.吃苦耐劳。

招聘岗位2：形象顾问（30人）

薪资待遇：4000~8000元/月
任职资格：
1.初中及以上学历；
2.身高1.60m以上，年龄18—35岁；
3.形象气质佳，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4.对销售感兴趣，有零售管理的职业

规划；
5.有同类品牌男装店铺工作经验者

优先。

招聘岗位3：店长（10人）

薪资待遇：5000~10000元/月
任职资格：
1.2年以上服装店铺管理经验；
2.有较强的责任心，对工作充满热情，

并且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3.有同类品牌男装店铺工作经验者

优先。

招聘岗位4：助理（5人）

薪资待遇：4500~6000元/月
任职资格：
1.熟悉word、excel等基本办公软件；
2.具有较强服务意识、事业心和责

任感；

3.良好的中文书写能力、表达能力。

招聘岗位5：商务主管（10人）

薪资待遇：5000~10000元/月
任职资格：
1.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热爱服装

行业；
2.一年以上同岗工作经验，优秀应届

生亦可；
3.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客户服

务意识强；
4.熟练掌握office办公软件，表格整合

能力强；
5.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团队

意识强；
6.以业绩结果为导向，能接受不定时

的加班，能接受<5天/月的出差。

招聘岗位6：管理培训生（10人）

薪资待遇：45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财务、IT开发工程师、生产

管理、供应链培训生等。

任职资格：
1.沟通表达佳，学习能力强；

2.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强，优秀学生干

部、党员、优秀应届毕业生优先；

3.本科及以上学历。
单位地址：莆田市荔园北路888号

才子创意园
联 系 人：邱夏薇
联系电话：18850987180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嘉辉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液晶显示屏（LCD）和液晶显示模
块（LCM）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科
技企业。公司始创于 2010 年，占地面积
约 50000 多平方米，总投资额达 2.8 亿元
人民币，拥有百级、千级、万级标准厂房
80000 多平方米，需职工 1900 多人，其中
工程技术人员 100 多人。公司引进日本
ORCNAKAN 等先进设备，拥有五条先

进的 LCD生产线（其中两条TN-LCD生

产线，两条 STN-生产线及一条模组
LCM 生产线）。产品涵盖 TN、STN、
FSTN、CSTN、TFT 彩色液晶显示屏和
Touch panel及COG、COB、COF、触摸屏
等液晶显示模块。公司生产的 LCD 及

LCM产品，广泛应用于3D眼镜、彩色手机

屏、工业仪器、仪表、家电、数码通讯、钟表、

车载等电子领域。

招聘岗位：普工（10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任职资格：初中学历，18—50岁
岗位要求：

1.认真对待工作每个细节问题数

据，服从安排；

2.机器上有异常及时反馈管理干部，

不可随意更改。

联 系 人：林晨

联系电话：13559829700

莆田市嘉辉光电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1：现烤学徒（20人）

薪资待遇：3000~4000元/月
任职资格：
1.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能适应站立工作；
2.服从工作安排，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3. 学习能力强，对食品烘焙行业

感兴趣者；
4.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招聘岗位2：裱花学徒（20人）

薪资待遇：3000~4000元/月
任职资格：
1.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能适应站立

工作；
2.服从工作安排，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3.学习能力强，对食品烘焙行业感

兴趣者；
4.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招聘岗位3：营业员（100人）

薪资待遇：3000~4000元/月

任职资格：

1.形象端庄，整洁大方；

2.年龄19—35岁；

3.初中以上学历。

招聘岗位4：泡饮（5人）

任职资格：

1.形象端庄，整洁大方；

2.年龄19—30岁；

3.高中以上学历。

福利待遇：

五险一金，带薪假期，过年过节费，满

勤奖、年终奖、项目奖金等各类奖金，餐费

补贴，员工宿舍。

联 系 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8950793157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南园东路

荔枝公园旁278号

工作地点：福清市、城厢区、涵江区、仙游县

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1.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莆田东园西路证券营业部

岗位：综合金融客户经理、财富客户经理

联系方式：15860011461
2.莆田市德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初高中数学老师、初高中英语老师

联系方式：13860998407
3.莆田市信瑞财务信息咨询中心

岗位：电话客服话务员、平安贷款专员、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13607548789
4.莆田市名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家居顾问、门店客户经理、3D效果图设计师

联系方式：13860971999
5.莆田煌家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现场经理、迎宾、服务储备干部、健康技师、保安

联系方式：18159018317
6.福建颐和大药房有限公司城厢华林店
岗位：执业药师、店长、营业员、收银员

联系方式：0594-3398888，15005999180
7.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厢区支公司
第十三营销服务部

岗位：人事助理、储备主管、售后专员、综合金融专员

联系方式：13850205161，15280298297
8.莆田痘院长专业祛痘连锁
岗位：主任、副主任、美疗师、美疗师学徒、前台

联系方式：18506911888
9.福建老蒲鲜餐饮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经理、资深会计、店长、营销经理、前厅主管、传菜

主管

联系方式：13959502819
10.莆田市城厢区米阳便利店
岗位：门店导购员

联系方式：18606069030

11.莆田市普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软硬件工程师、业务经理、商务专员

联系方式：0594-2659028
12.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岗位：排版设计师、生产运营主管、店员、质检跟单员、工

艺员

联系方式：18059506974
13.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莆房网一手房销售、中意房产二手房销售、莆仙网市场

销售

联系方式：18396017728
14.庄严苑工艺品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做饭保洁阿姨、电工

联系方式：18959568333
15.莆田市顺飞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会计、人事专员、财务销售、主办会计

联系方式：18046220200
16.莆田悦华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餐饮部服务员、前台接待员、IT维护员、强电工

联系方式：18030362030
17.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新厂储干、普工、技术员、品检、电气工程师

联系方式：18659477773
18.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针车工、高频/印刷、手工

联系方式：15860082388
19.福建省新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文员、业务员、裁断品检、财务会计

联系方式：13599486839
20.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仓管员、管培生、招聘专员、针保、版师、普工

联系方式：18150655692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福建小爱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生产鞋垫的厂家，长期以来，专业研究各
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功能性鞋垫，内销产
品销往全国三百多个城市，拥有数万个当
地强势终端，主营两大品牌：“嘉乐博”和

“康康双贝”；外贸产品已远销德国、日本、
英国、美国、韩国、瑞典、西班牙、澳大利
亚、土耳其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招聘岗位1：流水线（30人）

联系电话：15157708109
招聘岗位2：包装工（10人）

联系电话：15659569718
招聘岗位3：品管经理（需要有鞋厂经验

者）工资面议
以上岗位，工作满 1 个月可申请设

备操作培训，表现突出可申请调往管理
岗位。

薪资：
底薪+计件+加班费+全勤奖+工龄

奖，综合工资可达到 4500~7500元/月、包

食宿（带热水器、空调、无线WiFi）。

要求：
1.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服从工作安排；

2.年龄 18—45 岁，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持本人身份证和1寸照片2张。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华林工业区
腾达路309号（乘2路、22路到腾
达路口下车）

联系人：邹先生 15157708109
张女士 0594-8986722

福建小爱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