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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专职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应急救援和社会灾
害防控能力，莆田市城厢区消防救援大队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
优”的原则，面向社会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

一、招聘岗位和人数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200名）

1.战斗员岗位（180名）；

2.执勤车辆驾驶员岗位（20名）。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2.忠于祖国，忠于中国共产党，热爱消防，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志愿服务消防建设事业；

3.政府专职消防队员首次招收时年龄在40周岁以下，消防车驾

驶员年龄放宽到 45周岁以下，具有专业技能等级或有特殊岗位资

格的可适当放宽年龄；

4.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应当具有初中（含）以上或同等学历；

5.身体条件符合《职业消防员体格检查标准》《福建省政府专职

消防员体格检查标准》，应无纹身；

6.无被治安（刑事）处罚、行政拘留等不良记录；

7.个人征信良好；

8.执勤车辆驾驶员应聘人员必须持B2证（含以上）、驾龄5年以

上且目前驾驶与证件相匹配车型、驾驶期间无责任事故。

三、岗位职责

1.战斗员岗位，主要负责基层队站灭火、抢险救援等工作，24小

时驻勤；
2.执勤车辆驾驶员岗位，主要负责基层队站消防车辆驾驶及维

护保养工作，24小时驻勤。
四、福利待遇
1.试用期满，战斗员每月工资不低于 4000元，执勤车辆驾驶员

每月工资不低于5000元，工龄工资逐年递增，兵龄可折算为工龄；
2.入职满一年以上，享受年终 5000~10000元绩效奖励，缴纳社

保“五险”和住房公积金，统一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战斗员、执勤车辆驾驶员月休假10天，未休按照每天50元给

予补助，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婚假、产假等，工作满一年以上享受带
薪年度休假；

4.享受国家综合性消防员同等住宿条件和伙食标准，统一配发
被装及标志服饰；

5.每年享受职业健康体检；
6.在职期间可聘任为队伍管理骨干，可参加学历提升、B2驾驶

员培训，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员招录报名；
7.连续入职满三年，子女入学、入托享受优惠待遇，予以优先安

排照顾。
五、联系地址及方式
单位：莆田市城厢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景阳路350号
联系方式：邱先生15105936463 戴女士18905043382
报名邮箱：ptxfzzb@163.com（可将个人基本信息发至邮箱或

到就近消防站现场咨询报名）

莆田市城厢区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

福建省中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投资上亿元，主营生产安踏、
特步等国内一线品牌跑步、滑板、工装、户外等系列运动鞋。现有11
条现代化成型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员工2000多人，年产各类运动鞋
800多万双。公司荣获“福建省用工诚信单位”“福建省专精特新企
业”“莆田市纳税大户”“莆田市研发中心”等荣誉称号。公司通过
ISO9001：2000、ISO14000和OHSAS18000标准化管理认证。

招聘岗位1：裁断车间——熟练技术工（若干名）

薪资待遇：工资计件，计件薪资可达 5000~10000元/月，新加盟
技术熟练工（冲裁工、削皮工）均可享受该员工入职后的前六个月总
平均工资100%作为加盟补贴。

招聘岗位2：针车及电脑车车间——熟练技术工（若干名）

薪资待遇：工资计件，计件薪资可达 5000~8000元/月，新加盟
电脑车计件员工均可享受该员工入职后的前六个月总平均工资
100%作为加盟补贴。

招聘岗位3：成型车间——熟练技术工（若干名）

薪资待遇：工资计件，计件薪资可达 5000~10000 元/月，所
有成型员工均可享受保底月薪 3800~7000 元/月。新加盟熟练

员工，根据其入职前熟练程度并经公司考核确认，还可享受
1500~3000 元/月的加盟补贴。

招聘岗位4：品检部门——熟练品检员（若干名）

薪资：4000~5500元/月
岗位要求：有相应制鞋工作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5：研发中心——针车技转、成型技转、技转经
理、开发经理、《制作说明书》编写专员、电脑级放人员、版师、
样品车工、样品成型、样品电雕、样品手剪、高频工艺员、版
助、采购、翻泡棉熟手、样品仓库、样品室主管等

薪资：面议

岗位要求：有相应制鞋工作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6：后勤（男性）——采购员、仓管员、业务员
能熟练操作电脑，熟悉各项办公软件，具体薪资面议。有相关

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张先生 15375984222（微信同号）0594-5523333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灵川西大道1169号

福建省中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为国家级民营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 5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简称：三利谱，股票代码002876）。公司致力于偏光片的研
发、生产、销售，是国内偏光片行业最优秀的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莆田分公司为三利谱公司2号生产线，是窄幅（650mm）偏光片全制
程生产线，包括前、中、后偏光片生产工序。主营产品：LCD用偏光
片，产品类型：TN、半透、STN、彩色片、3D眼镜片等，生产规模：年
产能 120万平方米，年产值 1亿元，年税收 600万元左右。主要应
用：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显示、电子手表、3D眼镜、偏光太阳眼镜等
领域。为了满足莆田周边面板、模组等企业的配套需求，公司计划
在莆田地区扩大生产规模，投资 2条TFT全制程偏光片生产线，其
用地约 100亩。预计产能规模：年产能 800~1000万平方米，年产值
10 亿元，年税收约 5000 万元。规划产品类型：TFT、TN、半透、
STN、彩色片、3D眼镜片等。规划产品应用：手机、平板电脑、液晶
电视、智能手表、家用电器、仪器仪表、3D眼镜、偏光太阳眼镜等。
三利谱致力于成为全球偏光片行业领域中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国
际化一流企业。

一、新厂储干（生产、工艺、品质）6000~7000元/月
任职资格：
1.本科及以上学历，物理、化学、光学、材料学等专业应届生优

先（可接受实习生）；

2.有专业相关科技类竞赛经验者优先；

3.能服从工作安排，有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部分岗位能接

受两班倒；

4.能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

二、技术员（生产、品质）5500~6500元/月
任职资格：

1.大专及以上学历，物理、化学、机电、管理等专业优先（可接受

实习生）；

2.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队合作精神；

3.能熟练使用Office 办公软件；

4.能适应两班倒以及无尘洁净车间环境，愿意从基层做起。

三、机台作业员（生产、品质）
任职资格：

1.吃苦耐劳，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队合作精神；

2.能适应两班倒及无尘洁净车间环境，愿意从基层做起。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荔华西大道3077号

联 系 人：李女士 18396511011（微信同号）

莆田三利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喜盈门国际商业连锁企业最早创立于 1997年，成立 20多年来
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总部设于上海，旗下项目发展遍及上海、福州、
厦门、泉州、莆田、南昌、长沙、四川遂宁、海口等城市，在未来的日子
里，还将会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连锁企业的规模。作为喜盈门
大家族中的一份子，莆田喜盈门建材家具广场于 2014年 6月 28日
盛大开业。

招聘岗位1：招商主管/专员（2名）

岗位描述：负责商场商铺招租和租金收缴。
任职资格：
1.年龄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
2.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月休6—7天，享受五险一金、话补、餐补、交补等福利。

招聘岗位2：企划营销主管/专员（1名）

岗位描述：负责商场活动或商户活动的策划推广对接、统筹和

执行。

任职资格：
1.营销策划或广告类相关专业；
2.性格外向，沟通能力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月休6—7天，享受五险一金、话补、餐补、交补等福利。

招聘岗位3：楼层管理员（2名）

岗位描述：负责执行商场现场管理工作，楼层商户管理工作。
任职资格：
1.年龄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
2.沟通协调能力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月休6—7天，享受五险一金、话补、餐补、交补等福利。

招聘岗位4：设计师（10名）

岗位描述：接洽客户，根据客户要求出设计方案，与客户签订合同。
任职资格：室内设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能熟练操作CAD。
薪资待遇：3000~10000元/月（底薪+提成不等）
月休4天，无夜班等。

招聘岗位5：展厅销售顾问（20名）

岗位描述：负责建材家具类商品销售。
任职资格：
1.年龄18—40岁，学历不限；
2.性格开朗，喜欢挑战高压高薪。
薪资待遇：3000~10000元/月（底薪+提成不等）
月休4天，无夜班等。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园东路199号

联 系 人：徐女士 0594-2277772、18159012187（微信同号）

莆田喜盈门建材家具广场

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1.福建省炬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建筑施工员、路桥技术员、加固类技术员、办公室资料员

联系人：许女士 0594-2379889/18206029238

2.莆田之星汽车有限公司

岗位：钣金技师、留修专员、销售顾问、车主管家、收银员、售后实习生

（售后服务接待/钣金技师/喷漆技师/维修技师实习生）

联系人：赖女士 18159032008/0594-2502869

3.莆田中联信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岗位：房产置业顾问

联系方式：18800193551

4.莆田市炊事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厨师、砧板工、帮厨、服务员

联系人：林女士 1363694985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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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理

联系人：郑女士 15860011461

6.莆田喜盈门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岗位：招商主管/专员、企划营销主管/专员、楼层管理员、消控员/电工、

销售顾问、导购

联系人：徐女士 0594-2277772/18159012187（微信同号）

7.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经理、品牌经理

联系人：谢女士 13174658261

8.莆田市慧民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前端工程师、JAVA工程师、实施工程师、测试工程师、产品经理、护士

联系人：郑女士 0594-2398886 微信号：13348305201

9.莆田煌家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运营经理、现场主管、健康女技师、接待顾问、收银、领班/服务员

（管理储备）、安保员

联系人：王先生 18159018317

10.莆田新明宝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岗位：大客户销售代表、研发助理工程师、总经办专员、行政专员、人事

专员、会计、采购专员

联系人：薛丽丽 13599885730

11.福建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外贸业务员、内勤业务跟单、人事专员、总经理助理、财务专员、国

际业务客服专员

联系人：姚少敏 15892084202

12.双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管培生、人力资源专员、CI专员、采购专员、业务专员、IE专员、业

务生管专员、行政专员、总经理助理

联系人：郑菁 17815513496

13.莆田市城厢区文献文教教育培训学校

岗位：学习管理师、优课班主任、小学语文教师、初中物/化教师、高中

物/化教师、初中语/数/英教师、高中数/英教师

联系人：杨木清 13375051645

14.莆田砺志学校

岗位：初高中各科教师、体育教师、信息技术教师、心理学教师、小学语

文/数学/英语教师

联系人：卢小珊 13850293106

15.莆田壹零贰陆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服务员、安保、厨师、水吧、接待、保洁/洗碗

联系人：代娇 15213220132

16.莆田市合厘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文员、销售专员、实习会计、项目助理、助理会计

联系人：李冰 18596919906

方家铺子（福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 1号，餐厅是
以意境菜为主，结合本土特色菜系为
辅的中高档餐厅。餐厅含中餐及西
餐的对外接待，公司装修复古雅致，
有独具特色的私密空间，并以特色美
食、整洁的环境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吸
引了无数贵宾。

招聘岗位1：服务员（3名）

薪资待遇：4000~4500元/月
岗位要求：
1.女生；
2.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

招聘岗位2：厨房学徒（1名）

薪资待遇：3500~4000元/月
岗位要求：年龄18周岁以上。

招聘岗位3：餐厅经理（1名）

薪资待遇：6000~8000元/月
岗位要求：
1.女生；
2.大专以上学历；

3.具有大客户资源，有政企单位

大客户服务经验2年以上。

福利待遇：
包吃住、月休 4天、六险一金、老

员工关怀、法定节假日、节日礼品、各
类奖金、带薪培训。

联系人：彭女士 13348318951
0594-3601029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
大道1515号方家铺子总部（市政府附
近，国资大厦正对面）

方家铺子（福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