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大学联合58同城2018届毕业生综合性招聘会参会
企业招聘汇总表（11月28日13：30-17：00）

展位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招聘岗位

1
厦门市策联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泉

州分公司 
 王小姐 15860327329 经理助理，客服人员，办公人员，销售人员。

2
泉州台商投资区神山生态农业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杨小姐 18629676978 客服人员，行政人员,业务人员，

3 福建蓝蜻蜓护理用品股份公司 王小姐 22600372 销售经理。办公人员，业务人员，

4 福建省星洲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吴小姐 13636919579 客房经理，行政经理。销售经理。

5 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吴经理 15505951108 行政文员，理单员，高级版师　，服装跟单员

6 泉州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李小姐 15880181879 销售人员，储备干部。

7 泉州市怡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高先生 13305080802 管理员，设计人员。储备干部。

8 泉州市有吖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吴女士 18960330113 办公人员，销售经理。客服人员，

9 泉州英利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周先生  13905051414 业务员，运营主管，会计



10 泉州市沃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纪先生 13636905300 业务人员。办公人员。外贸人员，

11 泉州如是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黄经理 15980327868 销售经理。储备干部。

12 泉州市助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柯总 15375863101 设计师，副总经理，财务。大客户经理。

13 泉州衡樽酒店有限公司 李先生 15750939936
　　办公文员：2名，储备干部;5名，展厅经

理：63名，

14  泉州市日进贸易限公司 桌小姐 外贸业务：3名，会计：2名，管理人员：5名。

15 福建讯云网络有限公司 陈小姐 18065601585 销售经理：5名，办公人员：5名。会计：1名。

16 卡联（福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邱小姐 15860330016
客服经理：3名，办公室文员：2名。业务经理：

5名。

17 泉州太子酒店有限公司 林经理 18876214165 储备干部，客房经理。业务经理。

18 泉州金恒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吴小姐 15059809312    销售经理  行政助理

1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吴
 联名卡推广专员 ：5名，销售经理：5名，

   

20 泉州臻品众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林小姐 15860461583 产品专员  运营助理

21 福建钧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小姐 18160927780 管服人员，销售经理，



22 泉州泉盛电子有限公司 黄经理 18876228940 行政文员  销售经理  团队主管

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小黄 15905963391 业务员人员，办公人员，

24  福建省融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姐 13275075553 行政文员，储备人员

25 泉州市建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林总 13859725131 外贸业务员，淘宝人员，理财顾问。

26 泉州市众众慧科技有限公司 张经理 18659599330 讲师，营销经理

27 泉州市率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周小姐 13348565555 业务经理

28 福建物联通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陈经理 18606050126 设计人员，办公人员，储备干部。

29 泉州市中加达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杨小姐 18695667866 行政人员

30 晋江市哈比熊鞋服有限责任公司 宋小姐 18159332957 设计人员，理财经理　。

31 泉州市鑫中正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海经理 18759977092 房产经纪人。办公人员，

32 福建瀛寰商贸有限公司 陈经理 13328589905 业务经理、储备干部。

33 泉州丰泽顺宏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陈总 15860331519 策划人员，管理人员，



34 泉州鼎尚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林巧丽
15880775739   
 王红梅

13799490582
设施人员，办公人员，

35 晋江佳诚鞋材有限公司 小王 外贸业务员，会计。办公人员，行政。

36 福建琦峰科技有限公司 卢先生 储备干部。业务人员。商务助理

37 泉州福兴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董小姐 15659700170 人事专员   权证金融人员

38 泉州思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谢艺萍 18729389996 网络销售，运营经理

39 苏州祥云平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许炳槟 13505044661 业务员，运营主管

40 泉州文宝轻工有限公司 陈小姐 1560799330 工程技术员

41 福建省金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范经理 18150931818 销售员

42 泉州市思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周经理 15260771899 业务员，经理

43 兴业银行信用卡  张先生 13110723013 销售员

44 福建海丝博亚酒店  谭小姐 13906993646 服务员，主管

45 福建焦点商务有限公司 卓小姐 17850932662 销售



46 泉州分啦网络有限公司 张小姐 13808548979 销售员，主管

47 泉州市晟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姐 18750604152 市场专员，经理

48  福建省菲莱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叶先生 13105088022 销售员

49 泉州市顺鑫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陈小姐 13906993646 销售员，会计

50 泉州市空空茶业有限公司 尤秋月 18850528519 文案策划，平面设计，储备干部干部

51 泉州联胜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陈伟红 13075838569 置业顾问，后期权证专员

52 泉州市鲤城区铭大教育培训学校 郭丽榕 18065566050 语数英老师，学习管理师

53
泛亚信息技术（福建）有限公司泉州分

公司
叶小倩 13505004648 商务主管，推广顾问

54 福建创乐叶实业有限公司 卢雅静 15959866173 出纳，主管，美工

55 泉州中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陈清彬 13599993530 财务，会计

56 泉州市励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尚阳 13305979060 市场专员，客服

57
泉州丰瑞（比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林进福 15959955334 销售，客服



58 泉州引路者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陈先生 18160953789 法务专员，知识产权代理人

59 泉州九十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纪双婷 15160338039 行政文秘 金融专员 房产顾问

60 泉州市青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官先生 13625993382 行政文员  销售经理  团队主管

61 泉州名爵投资有限公司 施小姐 18705019496    销售经理  行政助理

62 泉州劳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施茹君 15060911525
客服主管3人；文员3人；总经理助理1人；
项目经理助理1人；客服2人；人事专员3人

63 米洛迪教育 李明雅 15159797863
讲师/讲师助理3人；

培训师/助理3人；教师/教师助理3人

64 乔登美语 林福升 15960560613
外语教师/助教3人；

培训师/助理3人；教师3人；

65 晋江市七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吴玲玲 13559544303
人事行政专员2人；网络页面设计师1人；市场推
广员2人；网络管理员1人；程序员1人；技术工

程师/助理1人



66 厦门握旗科技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 洪丽利 13808556639
人事主管2人；客户主管1人；市场推广员5人；

销售运营主管2人

67 锐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赖云 15559056259
网店运营助理3人；运营主管1人；网络页面设计

师1人；市场推广员3人；网站策划师1人

68 兴业银行 张先生 13110723013
总经理助理5人；市场运行部经理2人；市场推广

员5人

69 海丝博亚酒店 谭小姐 13906993646
总经理助理2人；公共区域经理3人；客房部经理

5人；客宾关系主任2人；大堂经理2人

70 福建领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陈女士 13285953928 教师/助教3人；培训师/讲师5人；

71 泉州鼎瑞投资有限公司  翁德顺    销售经理  行政助理

72 福建动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黄明珠 13655908332 展厅销售顾问 、外拓市场专员 、客服专员 

73 福建省全途贸易有限公司 陈经理 15980583245 外贸专员

74 福建速速召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姐 15060870001 客服主管、行政文员

75
泉州市吴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泽万达

分公司 
向先生 13655991083 运营总监、策划人员、



76 泉州万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小姐 18160927780 客户经理 销售经理

77 泉州丰泽新世纪餐饮有限公司 连先生 18558969820 人力资源专员、、营销经理、储备干部

78 景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小姐 15377958780
建筑工程师3人；建筑制图2人；造价师/预算师2

人；工程管理员2人；测绘/测量员3人

79 海丝博亚酒店 谭小姐 13906993646
总经理助理2人；公共区域经理3人；客房部经理

5人；客宾关系主任2人；大堂经理2人

80 福建领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陈女士 13285953928 教师/助教3人；培训师/讲师5人；

81 景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小姐 15377958780
建筑工程师3人；建筑制图2人；

造价师/预算师2人；工程管理员2人；测绘/测量
员3人

82 福州广播电视台 郑老师
0591-

83635609
新闻记者 新媒体技术运维和视觉设计人员 新媒

体软件研发人员

83 泉州华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效果图绘图员  助理设计师



84 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 李小姐 15359981933
管培生15名；施工员（男）50名；投标专员

（男）10名；董事长秘书1名；总裁办公室文员5
名；人事助理5名；行政专员5名

85 泉州新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店长 营销专员 行政专员 舞蹈教师专职/兼职 

管弦乐教师专职/兼职

86 丰泽区大渔教育咨询服务有限中心

学习管理师/助教（3名） 课程顾问（4名） 小
、初、高中各学科老师（10名） 文案策划

（1名） 市场专员（3名） 校长助理（3名） 兼
职教师/话务员（数名）

87 禹坤国际教育 周老师

0592-
7767211、
18659265677

、

各科教师；辅导员；教育咨询师；行政专员；文
案企划

88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公司
洪小姐 18859657121 海/空运销售、客服/op/单证、海外客服

89 琼轩（上海）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赵小姐
021-

64737071
管培生

90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谢楠楠 15659282280 销售类管理培训生   市场类管理培训生

91 厦门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苏水金 15159293767
人力资源管培生1名 连锁发展管培生2名 云店储
备经理24名 物流储备经理12名  售后服务储备

经理1名



92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陈忠孝 18150885343 营销支持组实习生1名   营销储备干部10名

93 厦门国贸期货有限公司 刘深 18750202522 客户经理10名

94 厦门金拱门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侯经理 18160961520 餐厅见习经理5名

95
京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厦门分公司
曾秋玉 13285087309

城乡规划师5名  行政助理1名  市场专员2名 科
研助理3名 博士2名

96 泉州市丰泽区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 刘圆 18805061520
明星教师300名 市场专员10名 学习管理师20名 

课程顾问20名

97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员2名 场务员3名 供电保障人员6名 机

务维修员6名 安检员16名 运输服务16名

98 厦门传神东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吴剑云 18859774227
文案策划3名 三维动画渲染师5名 模型师10名 

特效剪辑5名

99 德诚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陈玉书 15705906699
管培生30名 设计培训生10名 总裁办专员1名 项

目管理专员2名

100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陈前 13459264648
机械储备干部10名  材料储备干部10名  财务储

备干部5名  营销类储备干部10名

101 泉州软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若玮 15160059577
国际营销顾问10名 网页平面设计师5名 平台运
营专员5名 设计助理3名 外贸业务代表5名 行政

/人事2名



102 福建瑞轩优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总监 15860502090 英语教师10名  数学教师10名  课程顾问5名

103 东陶（福建）有限公司 黄运祥 13235030391

试验检验、品质管理或生产技术管理5名；试验
开发、生产技术管理5名；设备管理、生产技术
管理10名；力资源、间接业务管理3名；生产计
划、物流仓储等管理3名；翻译、秘书或相关管

理岗位

104
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
林锋霖 17359030359

品管部QC技术员1名 储运部仓储储备2名  贸易
部业务代表6名 人事行政部安全专员1名   厦门

营销公司储备干部10名

105 厦门捷顺成石业有限公司 黄迎春 13806020631
市场营销 SEO技术人员 英语外贸业务员 日语外

贸业务员

106 中国人寿泉州分公司鲤城分公司 马小姐 13290766887
储备主管 人事助理 金融讲师  培训讲师 管培

生

10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宝洲路证券

营业部
许宏能 15880890153

柜员与基础客服 专业投资顾问  客户经理 经纪
人

108 厦门皓森贸易有限公司 兰小姐 18850233286
 外贸业务助理 船务单证助理 财务储备干部 行

政人事专员 设计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