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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丁教育是一家专业从事教育咨询服务的公司，目前正统筹莆
田3家校区（联创校区、四中校区、麟峰校区）的招生和推广，业务涵盖
国潮口才、小主持人、编程、成人英语、雅思留学等各类课程的教育咨
询服务。

招聘岗位1：课程顾问（2人）

薪资待遇：4000~8000元/月
岗位描述：负责课程咨询工作，挖掘客户需求，为客户设计符合

客户需求的培训课程，促成签单，完成每月销售任务。
任职资格：
1.性格外向，善于与人沟通；
2.本科及以上学历。

招聘岗位2：英语老师（2人）

薪资待遇：4000~8000元/月
任职资格：
1.英语专业优先，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和沟通能力，能完成备课、

上课的教学任务；
2.有较强的沟通意识，能对学员的学习做及时的沟通和解答；
3.具备活用教材、扩展教材的能力；
4.能积极主动完成与教学相关的工作和任务。

招聘岗位3：市场专员（2人）

薪资待遇：3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1.参与策划并执行市场部外场工作分布，协助市场部线下活动的

推广；
2.配合市场部其他岗位，共同完成市场业绩指标。
任职资格：
1.性格外向，善于沟通；
2.接受能力强，独立工作及应变能力强；
3.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服务意识。

招聘岗位4：储备主管（2人）

薪资待遇：3000~6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课程咨询工作，挖掘客户需求；
2.参与策划并执行市场部活动；
3.配合做好校区学员服务；
4.积极配合校长工作安排。
任职资格：
1.性格外向，善于沟通；
2.接受能力强，独立工作及应变能力强；
3.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服务意识。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联创国际广场1998号18号楼
联 系 人：黄爱梅 13859876313

莆田市瑞丁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溢通环保是一家专业生产车用尿素、船用尿素、工业脱硝尿素
及配套加注设备等空气净化类产品的高科技环保企业。2012年成
立的“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旗下
设有溢通环保科技（湖北）有限公司、临沂溢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溢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溢通环保秉承“市场第一、客户第
一、服务第一”的经营理念，坚持以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务实
的价格，做中国 SCR系统养护专家。目前溢通拥有多条世界先进
生产工艺流水线，车用尿素年产量可达 80 万吨，加注设备年产量
一万台。

招聘岗位1：销售经理
薪资待遇：10000~15000元/月
任职要求：
1.专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或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优先；
2.有1年以上业务经验，能适应经常省外出差，可接受应届生。

招聘岗位2：人事专员
薪资待遇：3800~5000元/月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或管理学专业；
2.从事1年以上人事行政专员工作，可接受优秀应届毕业生。

招聘岗位3：人力资源总监
薪资待遇：10000~15000元/月
任职要求：
1.人力资源管理或相关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
2.5年以上行政人事管理经验，3年以上人力资源总监或人力资

源经理工作经验。

招聘岗位4：品牌经理
薪资待遇：8000~10000元/月
联系人：卢燕燕 15260222979

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锐拓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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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的科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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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突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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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要求：
1.计算机专业，熟悉数据库；
2.性格开朗，具有丰富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良好的服务

意识；
3.较强的学习能力，能适应一定的工作压力，能适应外地出差。

招聘岗位2：软件测试工程师
岗位要求：
1.负责WEB项目测试工作，保证产品功能和性能质量；
2.能准确、清晰地描述BUG的产生过程，现象、准确地定位并跟

踪，直到BU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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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产品的测试解决方案、测试方法的创新，提升整体测试

效率；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招聘岗位3：业务代表
岗位要求：
1.熟悉掌握产品的基本信息；
2.熟悉产品流程；
3.有较强的沟通技巧、商务谈判能力；
4.文案功底好，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意概念及良好的沟

通能力；

5.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6.善于与客户交谈，能够积极主动为客户答疑解惑；
7.善于挖掘客户的需求，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户。

招聘岗位4：企划文案广告策划
岗位要求：
1.负责项目宣传道具、物料的文字撰写及平面广告硬广文案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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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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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岗位5：产品经理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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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xure原型化工具；
3.熟练使用word、excel、visio等办公软件；
4.语言沟通表达能力强，写作思路清晰、结构严谨。

招聘岗位6：JAVA工程师
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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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mysql等常用的数据库；
4.熟悉Linux操作系统；
5.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联系人：俞女士 13599018966（微信同号）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2555号1号楼

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普惠业务集群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营公
司——陆金所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开展融资担保、融资咨询等业务的
多家公司的总称，利用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
作，协助广大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获得专业借款服务。平安普
惠陆慧融是平安普惠业务集群的品牌名称，代表着平安普惠业务集
群未来将进一步聚焦小微经营场景的需求，以科技创新赋能小微融
资服务，提供一站式、顾问式、定制化的服务，陪伴小微企业成长，助
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招聘岗位1：客户经理（5人）

薪资待遇：6000~8000元/月
岗位描述：
1.向客户宣传、介绍公司产品，促进成交，达成任务；

2.维护客户关系；
3.参加公司各项业务活动。
任职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者可以放宽至大专。

招聘岗位2：渠道顾问、组训、营业部经理（各3人）

薪资待遇：6000~8000元/月
岗位描述：
1.负责渠道开拓，培训，激励方案宣导，追踪负责业绩指标

品质；
2.渠道佣金费用结算、业务开展数据、问题件管理及沟通。
任职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较强的演讲能力及人际能力。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中电科创城9楼
联 系 人：李老师 15280091595

平安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1.福建亿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政府采购招标代理专员、工程课研编写专员、专业监理工程

师、综合部专员

联系方式：13358538966
2.福建安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环保工程师、项目工程师、电气工程师、高级电工、行政人事

联系方式：13599482417
3.锐马（福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电子普工、人事行政文秘

联系方式：0594-6732803
4.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业务助理、检测员、CI专员、品管组长

联系方式：13599499811
5.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成本会计、锅炉工、车间主任、化验员、普工

联系方式：15605015528
6.莆田市易客制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排版、激光雕刻、办公室文员

联系方式：18059596764
7.莆田市城厢区爱儿康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感统老师、语言训练师、音乐老师、幼儿老师

联系方式：18030329318
8.福建省超然实业有限公司

岗位：美工设计师、亚马逊营运专员、财务

联系方式：19959555909
9.莆田市大邦太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喷漆中工、电销专员、会计

联系方式：17705040009
10.莆田市韩亚轩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裁缝针车工、打包员、财务助理、服装理货员

联系方式：18039087715
11.福建省莆田市荔城纸业有限公司

岗位：仓库管理员、淘宝客服、外贸业务员、机台操作员、发货员、打

包员、包装普工

联系方式：18350737385
12.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导购/店助/销售人员、服装订制设计师、人事专员、管理培训

生、保安

联系方式：18606903601
13.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机台操作工、搬运工、机修工、机件保养工/清洁工、文员

联系方式：15080101108、15961147346
14.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店员（莆田步行街沃尔玛）、销售业务员、外联经理、

屠宰车间员工、直营门店经理、食品包装设计师、销售专员、接待员

联系方式：13174658261
15.福建省莆田市华都饲料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员、区域经理、原料/成品保管员、饲料品控员、开票员、收

款员、销售助理及策划员、饲料化验员

联系方式：0594-5510888
16.庄严苑工艺品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员、会计主管、电工、家政阿姨

联系方式：18959568333
17.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化验员、品控经理、保洁员、生产储备干部、总裁办文秘、司机、

统计文员、现场品控

联系方式：15060313311
18.莆田三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机械工程师、新厂储干、普工、技术员（生产）、品检、体系工程

师、品质助工、生产班组长

联系方式：18396511011
19.福建东南艺术纸品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区域销售精英、外贸业务助理、外贸业务员（应届毕业生）

联系方式：18905042982
20.莆田市瑞蓓丝织带饰品有限公司

岗位：机台人员、普工、储备干部、品管员、针车作业员

联系方式：18950722514
21.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开发专员、经理助理、行政经理、成本报价员、鞋面跟单员、版师

联系方式：18150655692
22.莆田市阳光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岗位：实习生、应届生见习社工、项目主管

联系方式：0594-2283911
23.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市政道路/公路设计助理、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员/师、监理工程

师助理、文员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24.福建省莆田市富拓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版师、跟单业务、业务、外贸员、前台

联系方式：15880302125
25.福建省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岗位：商务助理、智能化专员、售前工程师

联系方式：15605947290
26.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

岗位：储备客户经理、驻点销售人员、线上经营团队主管、兴业银行

市场助理

联系方式：15160286087
27.莆田市统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仓管文员、厨师、业务销售、配送司机

联系方式：18050525666
28.福建省宏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监理员、监理水电专监、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联系方式：18039065120
29.莆田市伟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针车技术辅导员、核料指令专员、包装业务专员、机修

联系方式：18059589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