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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经理 18022296622
招聘岗位4：成型品检（6名）、针车品检（4名）

薪酬待遇：4500~5000元/月。
联系人：方课长 15960533813
招聘岗位 5：底仓仓管（1 名）、大底照射员工（4

名）、大底点检（2名）、成型后段打大包（4名）、折内盒
员工（4名，可承包）

薪资待遇：面谈。
联系人：郭厂长 18750055695
招聘岗位6：冲裁机手（5名）、手工（2名）、印刷（2名）

薪资待遇：计件工资，单价高透明公开。
联系人：陈课长 13850252380
招聘岗位7：版师（1名）、调料（1名）、IE核料元员（1

名）、针车工（2名）、开发成型技转（1名）、开发采购（1名）

联系人：阮课长 13599453268
招聘岗位8：原材仓仓管（2名）

岗位要求：
熟悉材料，懂电脑操作，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石课长 15880313446
招聘岗位9：保安队长（1名）、保安（3名）

联系人：沈总助 17307026355

莆田市三威鞋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 年 3 月 16 日，厂区占地面积 39000 平
方米，拥有标准厂房、现代化智能机器设
备和室内体育馆、健身中心、瑜伽房、咖
啡厅、盖伦国际教育培训机构，是莆田最
美花园式工厂之一。主要从事运动鞋、
休闲鞋研发与生产，代工客户品牌有
H&M、斯凯奇等。因公司扩大规模，特
招以下岗位：

招聘岗位1：干部
联系人：沈总助 17307026355
招聘岗位2：针车课长（2名），针车组

长（10名），成型线长（3名），熟练针车工、
手工、包海绵工、智能电脑车工（共 50
名），针车机修（1名）

薪资待遇：
1.针车组长、课长月薪按实际产值抽

成，具体面谈；
2.针车组可承包，厂内单价 1.3倍，具体

面谈；
3.针车计件公开、单价透明公开；
4.针车计件员工计件工资超 3000元以

上再补贴 5%，超 4000元以上再补贴 8%，福
利和工资待遇面谈；

5.熟练双针、包海绵新员工入厂补贴
2300~2500元/月，保底4300~4500元/月；

6.熟练单针新员工入厂补贴 1900~2100
元/月，保底4000~4200元/月；

7.熟练手工新员工入厂补贴 1800~2000
元/月，保底3600~3800元/月。

联系人：赖经理 13860917516

招聘岗位3：

莆田市三威鞋业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薪资待遇：
1.成型员工满勤保底工资4200~8000元/月，如

计件工资高于保底工资，按实际计件工资发放；
2.熟练工实行个体计件，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岗位要求：
年龄 16—55周岁，身体健康，服从管理，能吃

苦耐劳。
福利待遇：
1.公司可在开学季为在职员工办理子女入学

教育手续；
2.入厂次月享有满勤奖，入厂满半年享有工龄

奖60元/月；
3.老员工按时回厂可享有最高 2400元的返厂

补贴奖励；
4.推荐新员工入职可享 600~800 元的推荐奖

励；
5.星级宿舍（提供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

阳台等配套设备，对夫妻双职工还可提供夫妻房）；
6.用餐补贴（每月提供用餐补贴，可自由选择

公司食堂或者外出就餐）；
7.高温补贴（夏季发放降温品/降温补贴）；
8.技能提升（在职培训、学历提升、管理经验分

享、技能培养等）；
9.集体活动（趣味厂运会、中秋博饼、省内外旅

游、节日聚餐、生日会等活动）；
10.生命福利（药箱常备，定期铁军跑团运动）；
11.假期福利（带薪年假、体贴病假等）；
12.五险，生日礼券、节日礼品等福利。
有意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到公司人

资部报名。
联系人：人力资源部林先生0594-2068966

18150655692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区力奴鞋业（2、

28、156路车直达）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坐落于魅力的海
西新港——莆田，创办于 1989 年，是一家专业从
事各类鞋制造、批发、零售的民营企业。2006 年

起，与安踏集团正式携手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顺利实现企业业务拓展
和战略转型。

福建华丰制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原系沃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公
司受省政府委托，牵头成立福建制鞋行业唯一的
制鞋技术（莆田）开发基地，对接中国皮革研究院，
对整个运动鞋的生产技术要素进行整合，曾获得
多种研究专利，其中包括轻质改性橡胶发泡的发
明专利。

公司以前主要以解决制鞋行业的共性技术难题
及制鞋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升级为主，2015年公司
从沃特公司剥离作为独立公司，吸收了老华丰的制
鞋设计、研发、生产团队及部分客户。

招聘岗位：鞋面品检、业务员、采购员、针车
工等

联系人：郭先生 13959560910

福建华丰制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莆田市城厢区加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举、负责人刘旭）：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郑方芳、张红妹、郑美玲、林冰冰诉莆田市城厢区加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关

于劳动报酬等争议一案，因无法找到你公司办公地址，也无法联系到你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依法向莆田
市城厢区加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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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该案本委定于2022年5月27日下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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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向莆田市城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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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0日

公告

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位于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区。公司紧邻 324
国道，交通便利，厂区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条件优
越。公司集研发与生产于一体，专业生产运动鞋、
防水鞋、登山鞋、休闲鞋等系列，常年与 adidas、Ree⁃
bok、VIONIC、POLO、NB等国际品牌合作。

招聘岗位1：成型各工种（300人）

任职资格：年龄18—55岁（有经验者优先）
薪资待遇：4000~8500元/月
招聘岗位2：针车工（300人）

任职资格：年龄18—55岁（有经验者优先）
薪资待遇：4000~12000元/月
招聘岗位3：裁断（100人）

任职资格：年龄18—55岁（有经验者优先）
薪资待遇：4000~10000元/月
招聘岗位4：财务（3人）

任职资格：
1.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2.年龄18—55岁。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招聘岗位5：品管（30人）

任职资格：年龄18—55岁
薪资待遇：4000~5500元/月
招聘岗位6：开发业务（2人）

任职资格：
1.年龄18—55岁（有经验者优先）；
2.英语4、6级；
3.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薪资待遇：6000~8000元/月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华西大道690号
联 系 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8950719995

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1.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普工、污水处理工程师、品控经理

联系方式：0594-5320806

2.莆田市华祥泡棉制品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营销总监、业务员

联系方式：18760599998

3.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现烤学徒、电工、人事专员、门店店长

联系方式：18950793157

4.锐马（福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文秘、平面设计、品管、在线销售师

联系方式：17075447297

5.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短视频新媒体应用专员、鞋胶销售精英、鞋

胶技术服务员

联系方式：18100596153

6.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质检员、保养工、电工、搬运工

联系方式：15080101108

7.莆田市城厢区振南美容诊所

岗位：美体师、美容师、学徒

联系方式：15080379222

8.莆田市品尚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设计师、业务员、安装人员

联系方式：13860963103

9.莆田市城厢区恬心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客服、补单员、微信客服、推广专员

联系方式：18959571657

10.福建省莆田台富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市访员、普工

联系方式：13706071944

11.福建小爱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出纳、普工、包装工、品质管理

联系方式：13959559002

12.福建省华成广告有限公司

岗位：资深会计、仓管员、送货司机、普工、行政

专员

联系方式：13515926500

13.福建人和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消防设施操作员、业务员、工程师助理、销售

专员、高级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2609333

14.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机械技术员、生产技术员、电子普工/操作工、

LCD绘图员

联系方式：15860089252

15.莆田市城厢区诚味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PMC经理、客服专员、信息部经理、产品主

管、人资专员

联系方式：15659587957

16.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财务经理、测试工程师、行政副总、市场专

员、高级 JAVA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8987328

17.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成型机修、针车机修、开发员、检测员、业务

跟单外贸员

联系方式：13599458080

18.莆田华迪汽车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SA助理、机修中工、钣金技师、市

场主管

联系方式：13905046003

19.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专车司机、化验员、品控经理、生产储备干

部、统计文员

联系方式：15060313311

20.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人事专员、人力资源总监

联系方式：15260631106

21.莆田市创想联合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大客户经理、商务经理

联系方式：13860935510

22.莆田天一美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岗位：室内设计师、设计师助理、工程监理

联系方式：18596967199

23.福建安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工程师、行政人事、总经理

联系方式：15205940234

24.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融资经理

联系方式：15860042136

25.莆田市城厢区博森装饰设计中心

岗位：销售业务员、设计师、实习设计师

联系方式：15880301879

26.莆田市城厢区希邦雅口腔门诊部

岗位：导医/前台、口腔护士、电话销售

联系方式：18020610800

27.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岗位：外贸电商业务员、电商运营、产后康复理

疗师

联系方式：13107987999

28.莆田市齿小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牙科医师、牙医助理、护士、财务

联系方式：13110565777

29.莆田市爱家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客服、总经理助理、物流主管、运营主管

联系方式：13850207208

30.福建省涵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投标专员、资质专员、财务会计、监理员

联系方式：13860997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