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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招聘信息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福建东南艺术纸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2 年，是
一家以生产纸制品为主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公司坐落于
莆田市华林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 36亩，拥有一支 200人

“以人为本，质量第一，诚信立业”的团队。2012年 9月公
司在莆田华林工业区新建 3万多平方米的新厂区，引进国
内外先进的凸版柔印机、四色胶印机，首创省内彩色柔印
餐巾纸印刷、高价值的出口新产品；开发图案高清、材质
环保的纸杯、纸盘产品；在莆田市独家成功开发彩色薄页
纸、彩色餐巾纸、彩色皱纹纸、金银印刷工艺纸、阻燃彩
带、轻涂纸、塑料台布、纸台布、喇叭、吸管、邀请卡、刀、
叉、勺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出口纸制产品，形成节日系
列、聚会系列、主题系列的高档新型出口纸制品套件，品
种繁多、规格齐全，产品远销国内外，以优质的服务质量
和产品赢得广大国内外客户的青睐，是福建省纸制品外
向型企业的后起之秀。

招聘岗位1：国内市场拓展员
岗位要求：
1.品貌端正，男女不限，户籍不限；
2.具备优秀的销售能力、市场洞察力，责任心强，接受能

力及应变能力强，工作态度积极，服从公司安排；
3.有信用卡、红酒、快速消费品等销售经验者优先考虑。

福利待遇：
1.包吃住，房间配有热水器、电视、空调等，拥有良好的

住宿、办公环境；
2.完善的公司制度。

招聘岗位2：外贸业务员（应届毕业生）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有一定英语水平，具有较好的写、译能

力，能熟练使用MS Office办公软件；
2.做事细心，认真严谨；
3.拥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保密意识强；
4.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服从公司安排。

招聘岗位3：外贸业务跟单员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有一定英语水平，具有较好的写、译能

力，能熟练使用MS Office办公软件；
2.做事细心，认真严谨；
3.拥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保密意识强；
4.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服从公司安排。

工作地点：莆田市华林经济开发区城厢区华亭镇山牌村
竹林路155号

联 系 人：姚女士
联系电话：18905042982

福建东南艺术纸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2021年，主要从事成品鞋生产、加工、销售，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现有厂区占地
面积 2.6万平方米，建有现代化生产车间，先后引进国内外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预计年生产成品鞋 200万双。
公司视“人才”为企业财富，用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企业管
理知识经营人心，以“敬业、诚信、创新、共赢”作为企业精
神，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

招聘岗位1：开发文员
岗位要求：
1.能熟练掌握办公软件；
2.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3.熟悉简单的制鞋工艺流程。

招聘岗位2：会计
岗位要求：
1.中专以上学历，财务会计专业；
2.35岁以下，男女不限；

3.一年以上财务会计工作经验；
4.吃苦耐劳，有敬业精神，工作认真细致。

招聘岗位3：业务主管
岗位要求：
1.有相关鞋厂业务工作3年以上从业经验；
2.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3.简单的英语基础。

招聘岗位4：开发经理
岗位要求：
1.要求从事鞋业开发管理5年以上；
2.熟悉制鞋工艺流程；
3.熟悉所有制鞋材料属性；

4.能及时良好地与客人沟通开发中所有问题。
工作地点：莆田市荔城区荔涵中大道1708号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359790555

莆田市富腾鞋业有限公司

科瑞财务（全称：莆田市科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业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公司注册、代理记账、财务咨询、商标注
册、各类登报等服务。科瑞财务服务的行业涉及广泛，重点
为莆田内资企业提供代理记账、财务咨询、纳税申报、代办
年检审计和验资等常规服务，也为新老企业和客户提供公
司注册注销、重大项目审批、组建公司及其财务等服务。

科瑞财务以“诚信、专业、严谨、务实”为宗旨，秉承“提
供专业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在会计准则不断更
新、税法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熟悉国家财务税务审
计政策、地方法规和财税经验丰富的优势，用足财税政策，
有效避免财务税务风险，为客户提供专业、务实、符合法规
要求的财税服务，保障客户全力投入经营和运作，轻松面对
各种监督检查。团队成员恪尽职业操守，严守企业商业秘
密，并以团队力量保障客户服务的连续性。

招聘岗位1：主办会计
岗位职责：
1.负责申报纳税、外账账务处理、领发票、开发票等；
2.解答客户的财税咨询。
岗位要求：
1.拥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3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热爱学习、勤奋上进；

3.可稳定工作者优先考虑。
薪资待遇：
1.月薪：4500~6000元/月；
2.每年涨工资、年终奖；
3.双休，按国家法定节假日休假。

工作地点：莆田市秀屿区上塘珠宝城
招聘岗位2：主办会计

岗位职责：
1.负责申报纳税、外账账务处理、领发票、开发票等；
2.解答客户的财税咨询。
岗位要求：
1.拥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3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热爱学习、勤奋上进；
3.可稳定工作者优先考虑；

工作地点：莆田市城厢区
薪资待遇：
1.月薪：4000~5500元/月；
2.每年涨工资、年终奖；
3.双休，按国家法定节假日休假。

联 系 人：林经理
联系电话：13799620518

莆田市科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喔集团，即天喔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以”天喔”休
闲食品等品牌为龙头，集生产、代理、销售和物流服务为一
体的快速消费品专业营销公司。集团成立于 1999年，现注
册资本 12000万港币。旗下品牌包括：天喔休闲食品、天喔
茶庄饮料、很牛、Q猪、i鸭、谷和、君再来、早早麦、川湘、盐津
铺子等。公司是全国休闲食品中最有竞争力的品牌之一，
近三年的全国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21%、20%、28%，分别居全
国同行业的第五、第三和第二位。

招聘岗位1：质检员/化验员
岗位描述：
1.协助研发室进行产品研发；
2.负责蜜饯产品的取样及原辅料的进货检验；
3.负责蜜饯产品配料的复核及蜜饯产品感官项目的检验；
4.协助蜜饯生产过程品质的控制及车间日常规范生产

的巡查；
5.协助微生物项目（产品、食品接触面等）的检验。
岗位要求：
1.有研发经验者优先；

2.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毕业。

福利待遇：

五险一金齐全，各种福利待遇完备。

招聘岗位2：污水处理工程师
岗位要求：

1.负责污水运行情况及数据记录；

2.负责污水处理日常水质检测及数据分析；

3.确保污水处理各段工序正常、出水达标；

4.环境工程、给排水等相关专业毕业。

招聘岗位3：品控主管
岗位要求：

1.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毕业；

2.熟悉 SC操作流程，熟悉 ISO9001、ISO22000、HACCP
等体系管理；

3.熟悉食品相关法律法规及质量相关国家标准。

联 系 人：蔡女士

联系电话：15605015528

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位于莆田市，并
设立了福州分公司、重庆分公司。公司拥有
工程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地籍测量、房产测
量测绘资质（乙测资字3511146）。
招聘岗位1：测图技术员（8人）

岗位描述：
1.工程测量；
2.无人机航测；
3.不动产测量。
薪资待遇：5000元/月

招聘岗位2：绘图技术员（5人）
岗位描述：
1.立体测图；
2.数据入库；
3.数据填报。
薪资待遇：5000元/月

招聘岗位3：权籍调查员（3人）
岗位描述：
1.外业核查；

2.数据入库；

3.卫片执法。

薪资待遇：4000元/月
招聘岗位4：实习生（12人）

岗位描述：

1.不动产测量；

2.数据入库；

3.数据填报。

薪资待遇：3000元/月
要求：

吃苦耐劳、勤奋好学、踏实肯干。

工作地点：莆田、福州、重庆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三迪国际公馆2708室

（市政府对面）

联 系 人：叶琳、田志鹏

联系电话：18120988986、18059953721

0594-2827502

莆田市山海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1.莆田市城厢区高克文具店

岗位：打包/配货、销售人员、司机兼送货

员、业务员

联系方式：1385025848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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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876600-4362

3.莆田市品尚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师、业务员、安装人员

联系方式：0594-8558111

4.莆田市信成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总经理助理、招标文员、预算员

联系方式：13905949987

5.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预算造价员、安全员、房建施工员、

实习生

联系方式：0594-2803077

6.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

岗位：市场主管、课程顾问、财务讲师

联系方式：1855906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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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莆田市恒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办公室文员、客服楼管

联系方式：0594-6255555

9.莆田东方医院

岗位：护士、消化内科主任、中医康复医

师、医务科主任、会计

联系方式：18059538696

10.莆田市通勤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搬运工、导购员、仓库理货员

联系方式：13799642977

11.莆田市城厢区洗车人家汽车美容店

岗位：洗车工、汽车美容技师、汽车维修

技师

联系方式：13799681089

12.莆田市华达广告用品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美工、广告制作学徒、广告制

作普工

联系方式：13905047087

13.福建省莆田台富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普工、市访员

联系方式：13706071944

14.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锅炉工、车间主任、化验员、电工机

修

联系方式：15605015528

15.鑫杰金属制品（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司机、刷漆工、成型人员、大门师傅

（铝艺庭院）

联系方式：18650272669

16.莆田市华祥泡棉制品有限公司

岗位：品管专员、针车普工、开发业务员、

件资核算员

联系方式：13950713814

17.福建省莆田市衡力传感器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普工、销售经理、外贸销售经

理

联系方式：18850967388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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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锐马（福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文秘、平面设计师、品管、

在线销售师

联系方式：17075447297

20.福建小爱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品质管理、包装工、跟单员、外贸业

务员

联系方式：13959559002

21.莆田市瑞蓓丝织带饰品有限公司

岗位：文员、花饰员工、针车作业员、储备

干部

联系方式：18950722514

22.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短视频新媒体应用、鞋胶销售精

英、鞋胶技术服务员

联系方式：18100596153

23.博森环保科技（莆田）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模切机长、贴盒机长、仓管专员、业

务内勤

联系方式：13055221933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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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1147346

25.莆田市明扬纸品有限公司

岗位：来料品检人员、贸易平台服务、机

修、普工

联系方式：18050506490

26.莆田民族医院

岗位：全科医师、中医疼痛科医师、检验

师、护士、眼科医生

联系方式：0594-2200120

27.莆田市宋黛儿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抖音运营、门店销售、店面导购、微

信接单客服、抖音主播

联系方式：13859834555

28.莆田市荔城区天骄广告装饰工作室

岗位：平面设计师、广告制作、广告安装、

平面设计实习生

联系方式：18050569806

29.莆田市蓝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跨境电商运营、跨境电商运

营总监、FaceBook广告投手

联系方式：13666927331

30.金管家（莆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保洁员、消杀员、行政文员

联系方式：0594-2353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