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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莆田市城厢区人社局联合区市
场监管局，对随机抽取的2家劳务派遣企业
开展劳务派遣机构专项检查，促进劳务派
遣行业健康发展。

执法检查小组采取到企业实地查看、
书面检查等方式，抽取检查劳动合同、查
看劳务派遣协议、工资支付台账等，对抽

查企业有关劳动合同签订、招用工管理、
劳务派遣法律法规遵守情况等进行检查，
了解抽查企业用工管理情况，并提出进一
步规范用工管理指导意见，切实保障被派
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检查过程中，执
法检查小组向抽查企业和现场员工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以及劳务派遣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劳动
用工行为。

据介绍，下一步，城厢区人社局将继
续扎实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加
强对监管对象的监督，逐步规范，提高监
管效能，切实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落到实处。

莆田市城厢区大东电信营业厅（经营者陈明山）：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郭丽娜诉莆田市城厢区大东电信营业厅关于劳

动报酬等争议一案（闽莆城劳仲案［2022］124号），因无法找到你单位办公地
址，也无法联系到你单位经营者，现依法向莆田市城厢区大东电信营业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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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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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莆田市城厢区大东电信营业厅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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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6900202（手机号）。

特此公告。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1日

公告

莆田荔城纸业有限公司创始于199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
卫生纸品的独资经营企业。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及设备，拥
有完善的科学管理机制、生产管理体系与营销策略，以及一支年轻
精干高素质的管理队伍。

招聘岗位1：仓库管理员
薪资待遇：3500~4000元/月
招聘岗位2：淘宝客服
薪资待遇：4000~5000元/月
招聘岗位3：外贸业务员
薪资待遇：15000~30000元/月

招聘岗位4：机台操作员
薪资待遇：6000~8000元/月
招聘岗位5：发货员，打包员
薪资待遇：3000~4000元/月
招聘岗位6：普工包装
薪资待遇：3500~7000元/月
联 系 人：刘海英 18350737385
联系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郊溪工业区郊溪村站附近

300米（总厂地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榜头村田厝自然村凯达
纸业（新厂地址）

福建省莆田荔城纸业有限公司

方家铺子始创于1906年，是一家专注于东方膳养食材的百年
老铺。方家铺子定位于健康、营养、全面的“私人食养管家”，以南
北干货、粮油米面、滋补健康等产品为主，服务超过 1000万个家
庭，产品长期出口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

招聘岗位1：电商运营（2人）

薪资待遇：3500~4500元/月
任职资格：
1.电子商务类专业本科毕业；
2.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应用，如word、PPT、excel公式函数用；
3.熟悉电商在线平台的运营环境和交易规则；
4.具备较强的创新和执行能力，以结果为导向，有团队合作精神；
5.乐观上进，愿意交流和分享，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

招聘岗位2：电商客服（1人）

薪资待遇：3800~4500元/月
任职资格：
1.年龄：20—35岁；
2.优秀应届生均可；
3.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团队精神，有耐心，性格开朗，沟通协调

能力强；
4.可接受轮班制上班。
早班8∶00—16∶30，晚班16∶00—24∶00（一个月仅一周晚班）
正常班8∶30—12∶00，下午13∶30—18∶00
招聘岗位3：销售会计（1人）

岗位描述：
1.电商各平台对账、核算平台费用、审批开票流程；

2.跟进平台货款回笼；

3.每季度仓库盘点；

4.税务申报；

5.账务处理结账；

6.样品领用流程审批。

任职资格：

1.财务与会计相关专业；

2.具有会计等相关专业知识，具备基本的财务知识；

3.熟练使用自动化办公软件及金蝶财务软件；

4.具有出色的沟通协调能力；

5.严谨的工作态度，遵守职业道德，抗压能力强。

招聘岗位4：储备店长（2人）

岗位描述：

1.协助店长日常管理，支持门店运营工作的开展；

2.执行公司门店各项规章制度，对门店员工进行管理；

3.负责门店日常维护、突发事件处理等现场工作；

4.对客人的求助提供解答及帮助；

5.有效处理客户的意见和投诉，提高客户满意度，及时了解客

户需求和反馈信息，并保持与客户的互动。

任职资格：工作认真，有责任心。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1515号方家铺子总部大

楼9F人力资源部（可乘坐1，7，9，28，29，202路至交通花园站）

联系人：彭女士 13348318951

方家铺子（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城厢区开展劳务派遣机构双随机检查

名企招聘信息

包笼仙秉持着匠心、严谨的态度，用现代管理模式运作，聘请
资深面点大师、国家级厨师调理监制，选用国内一线品牌双汇、海
天、雪花等合作商提供的原材料及特制调料，以冷藏配送，在制作
上坚持“明档制作，现蒸现卖，新鲜食材”，为消费者提供安心、实
惠、便捷的用餐体验。产品品类齐全，通过六大烹饪工艺（煎、炸、
煮、蒸、熬、拌）定制属于消费者“好吃不贵”的一日三餐。

招聘岗位1：副店/见习副店/储备干部（20名）

（定向往餐饮连锁门店运营管理方向培养）
薪资待遇：3800~5000元/月
任职资格：
1.热衷并致力于在餐饮行业长期发展；

2.喜欢快节奏的工作模式；

3.有责任心、事业心、较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者优先；

4.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和管理能力。

带训计划：
第一阶段：生产系统、服务系统的学习；
第二阶段：人事、订货、排班、数据报表等系统学习；
第三阶段：营运业务学习。
工作地点：
福建区：莆田、福清、漳州、泉州、龙岩；
江西区：南昌、上饶；
广东区：潮州、汕头、揭阳、梅州。

包笼仙餐饮连锁门店

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创办于1993年，现有专业科技
型员工、智能办公场所和 7000多平方米独立在建智能中央厂房，
建立较为健全的科学生产流程与管理体系，自主研发ERP生产管
理、智慧客服、智能编辑和智能文印等平台软件管理系统，同时拥
有国家版权局颁发的多个软件著作权证书。公司致力于为政府机
关、建设工程、企事业单位、院校和广大客户等提供诚信、专业、创
新、完美的现代新型数字化图文服务。

招聘岗位1：管培生（5人）

薪资待遇：
1.薪资：3500~5000元/月；
2.五险一金；
3.过节礼金（礼品）；
4.法定假日。
岗位描述：
1.构建企业人才梯队建设，建立人才储备池，打造一批高素质

的管理干部；
2.通过专业课程培训、导师带训、轮岗见习的模式，定向培养

专业人才，为业务部门和后勤职能部门匹配适合的人才，达到企业
与人才的双赢。

任职资格：
1.具有计划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勇于挑战，能承受一定的工

作压力；

2.逻辑清晰，统筹能力好，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学生会管
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3.认同公司企业文化，具备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及责任心。

招聘岗位2：运营专员（1人）

薪资待遇：
1.薪资：3600~4500元/月；
2.五险；
3.过节礼金（礼品）；
4.法定假日。
岗位描述：
1.负责对各门店收银、财务提供数据核对；
2.负责对各门店耗材、物料进行盘点；
3.负责每月设备抄表汇总；
4.负责固定资产管理：各门店、中心固定资产领用、归还、调

用、报废、借用手续办理；
5.负责对各门店中心进行易损易耗品的申请领用。
任职资格：
1.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2.工作认真细致、积极主动，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东园西路1203号（行政服

务中心对面，希尔顿酒店旁）。
联 系 人：郭经理18059506973、黄女士18059506974

莆田市凯特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1.福建联众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实施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前

端开发师、办公室文秘、运营助理

联系方式：13626924920

2.庄严苑工艺品有限公司

岗位：业务员、跟单员、助理、电工

联系方式：18959568333

3.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采购员、业务员、半成品仓管、运

动鞋制鞋版师

联系方式：0594-203168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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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福建莆田电商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电商运营主管、医药代表、采购助

理、药学专员

联系方式：18596962896

6.福建省万兴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岗位：工程试验检测员、管培生、桩基现

场加载员、土建环境电气应届生

联系方式：0594-2538288

7.华诺教育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科学老师、课程顾问、自然科学老

师、市场专员

联系方式：0594-2863006

8.莆田市祥麟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品管主管、收发料员、工业成本会

计、统计员

联系方式：18959551988

9.莆田市创齐纪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推广专员、facebook广告投

手、跨境电商运营、运营专员

联系方式：1589208375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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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

师、早教老师

联系方式：15959831996

11.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财务结算员、销售顾问、行政专

员、钣金中/大工、材料会计

联系方式：18850902630

12.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电工、电脑技术人员、人事专员、

门店店长

联系方式：18950793157

13.莆田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置业顾问、策划

专员

联系方式：18005940770

14.福建华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土建预算员、市政预算员

联系方式：13850259063

15.莆田市城厢区诚味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师、设备专员、设备经理、策

划专员、产品专员

联系方式：0594-2826669

16.福建筑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园林绿化预算员、水利工程预算

员、投标专员

联系方式：13055680896

17.莆田市彬彬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专员、亚马逊精品运营、文

员、财务

联系方式：13626922555

18.莆田市城厢区曜铖职业培训学校

岗位：办公室文员、会计、出纳

联系方式：0594-2216919

19.福建省华成广告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仓管员、普工、行政专员、客

服文员、司机

联系方式：13515926500

20.莆田市创盟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微信营销专员、线上销售专员、招

聘专员

联系方式：18050578764

21.福建汇鑫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电梯维修技工、物业客服专员、物

业电工

联系方式：0594-2202250

22.莆田市城厢区千裕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外勤会计、会计助理、美工

联系方式：13850203905

23.福建国湄律师事务所

岗位：执业律师、律师、授薪律师

联系方式：15860070431

24.莆田市城厢区华丰幼儿园

岗位：幼师、文员、音乐老师、舞蹈老师

联系方式：15860062017

25.莆田市阿尔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岗位：少儿机器人老师、少儿编程老师

联系方式：18605945155

26.福建天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助理、区域销售主管、产品培

训经理

联系方式：18650229499

27.莆田市城厢区南莆食品贸易商行

岗位：经理助理、业务代表、导购、团购

业务

联系方式：18059521373

28.莆田市艾妞托育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园长、幼师、托育老师、课程

顾问

联系方式：18396047868

29.信唐智创（福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物料员、账务员（车间）、物料计划

专员（PMC）

联系方式：18750164005

30.莆田市城厢区恒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人力资源行政专员、仓库管理员、

行政助理（财务类）

联系方式：13905043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