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大学联合大泉州人才网秋季校园综合招聘会
时间地点：11月12日14:30-17:00 泉州校区·原一餐厅

展位号 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国企、外资
、合资、上
市公司等

营业执照注
册资本数额
单位：万元

主营行业
单位地址

精确到地级
市

招聘岗位
招聘人

数
招聘专业 入职年薪 工作地点 备注

1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福建分公司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02607 
1000万 教育行业

福建（全省九
大地市都有分

公司）

教师招考培训讲师 20 语文、数学、英语、体育、计算机、政治、美术

8万-12万
福州&厦门

考研培训讲师 7 英语、政治、数学

公基培训讲师 12 法学、政治、管理类

会计培训讲师 3 会计学

金融经济培训讲师 2 金融学、经济学

管培生、储备干部 10 管理类 全省

2 福建天电光电有限公司
民企 股份有限

公司
3亿 制造业 福建 泉州

研发助理工程师 10 光电信息

6-8万 泉州
经济与金融学
院就业实践基
地&校友企业

品质助理工程师 10 光电信息

工程助理工程师 10 光电信息

国际/国内业助 2 金融 市场营销 国贸 英语

3
福建中海创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民企 

1200万 工业电气 福建 福州

采购员 10 专业不限 8万+
福州（全国各
地都有分公

司，可选工作
地点）

销售代表 10 专业不限 8万+

备货专员 5 专业不限 8万+

助理 3 专业不限 6万

4
厦门安踏服饰

有限公司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2020.HK

5000万 零售/批发 福建 厦门 零售管培生 10 不限专业 6万-10万 全国

5
厦门青岛啤酒东南营销

有限公司
股份制企业 21500万元 零售业 福建 厦门

营销管培（人力资源） 1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等 7万 厦门

营销管培（销售业务） 15 专业不限 7-8万 厦门

6
厦门胜泽泰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私人企业 300万 医药行业

福建省 厦门市
、漳州市

纯化实验员 4 化学化工相关专业 8万-10万 漳州龙海市、
厦门市

合成实验员 4 药学、制药工程、应用化学等相关专业 8万-10万 漳州龙海市、
厦门市

设备工程师 4 机械工程、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或相关专业 7万-8万 漳州龙海市、
厦门市

7
厦门市明穗粮油贸易有

限公司
民营企业 15000万元 农产品贸易 福建 厦门

业务管理培训生 16 经济与金融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8万 厦门/广州/南
通

财务专员 2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财务管理 8万 厦门



7
厦门市明穗粮油贸易有

限公司
民营企业 15000万元 农产品贸易 福建 厦门

法务专员 2 法学院 法学 8万 厦门

信息专员 2 数学科学学院 8万 厦门

8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集团

有限公司
私企 300万 教育业 福建 厦门

初高中各科教师 50 不限 10万-12万

厦门

教育咨询师 30 不限 8万-10万

9
深圳市康哲药业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法人独
资)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0867

35000万元人
民币

医药行业 广东深圳 医药代表 6 医学院，生物医学，药学 8万-30万
泉州/厦门/漳

州/龙岩

本次招聘泉
州，厦门，漳
州，龙岩的实
习生，转正后
待遇优厚。

10

益海嘉里（泉州）粮油
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         

外资企业
3390万（美

元）   1700万
（美元）    

制造业 福建 泉州

业务员 20 不限 面谈 泉州

安全员 2 理工类 面谈 泉州

物流文员 4 不限 面谈 泉州

生产技术员 12 理工类 面谈 泉州

1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国企 2000万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VIP客户服务专员 10 金融 文学 8万-10万 泉州

经济与金融学
院就业实践基
地&校友企业

大学生储备干部（销售、主管 8 金融 文学 10万-15万 泉州

人事助理 5 金融 文学 8万-12万 泉州

培训讲师 3 金融 文学 10万+ 泉州

1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国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600030

1211690.84
万

金融业 浙江杭州 “钱江计划”管理培训生 60 不限专业 10万 浙江全省

13 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 民办高端学府 200万 中初教育
福建 泉州聚龙

小镇

高中教师 10 专业不限 8万-12万 泉州

享受包吃包
住，五险一金

绩效奖金

初中教师 10 专业不限 7万-11万 泉州

小学教师 10 专业不限 6万-10万 泉州

行政助理 2 专业不限 月薪3-4K 泉州

人事助理  2 专业不限 月薪3-4K 泉州

14
厦门市思明区新东方教

育培训学校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新
东方（EDU）

250万 教育培训
福建厦门/泉州

/漳州

运营培训生 30 专业不限 10万+

厦门/泉州/漳
州

经金学院/数院
/文学院/旅游
学院就业实践

基地

课程顾问 20 专业不限 10万+

学习管理师 10 专业不限 10万+

市场专员 5 专业不限 10万+

少儿教师（语、数、英方向） 50 专业不限 12万+

初中教师（语、数、英、物、化方向） 50 专业不限 12万+

高中教师（语、数、英、物、化、生、史
、地、政方向）

50 专业不限 12万+

国内考试教师（考研数学、英语、政治、
专业课方向）

5 专业不限 12万+



14
厦门市思明区新东方教

育培训学校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新
东方（EDU）

250万 教育培训
福建厦门/泉州

/漳州

出国考试教师（雅思、托福、SAT、ACT
方向）

5 专业不限 12万+

厦门/泉州/漳
州

经金学院/数院
/文学院/旅游
学院就业实践

基地

15
农夫山泉股份

有限公司
民营 36000 快消品

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葛衙庄

181号
销售类管培生 5 专业不限 10万起 福建省内

16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外资企业 上市
公司

股票代码：深
002142

20000万 金融业 浙江温州

分行培训生 30 不限专业 10万-13万 浙江温州

理财经理 30 不限专业 10万-13万 浙江温州

个人银行营销类信贷经理 30 不限专业 10万-13万 浙江温州

总行个人营销类业务经理 （定向福建） 30 不限专业 10万-13万 泉州 莆田 福州

零售公司小微贷业务经理 5 不限专业 10万-13万 浙江温州

信用卡中心营销类业务经理 10 不限专业 10万-13万 浙江温州

17
北京锐仕方达人力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分公

司
民企 100万

高端招聘服务
行业

福建 泉州丰泽

猎头助理 10 人力资源管理 8万 泉州
法学院&校友

企业
猎头顾问 10 人力资源管理 12万 泉州

18
上海震旦办公自动化销
售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台资企业 35000万元 办公设备行业 福建 泉州

商务助理实习生 5 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 6万 泉州

销售工程师 10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8万 泉州

19
泉州鹏润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493HK

500万 家电零售业 福建 泉州

门店新业务类管培生 3 管理类、营销类、电子商务类 - 泉州

 
采销类管培生 2 管理类、营销类、电子商务类 - 泉州

门店运营类管培生 2 管理类、营销类、电子商务类 - 泉州

A 5 管理类、营销类 - 泉州

20
福建精工半导体

有限公司
民企 1000万 制造业 福建泉州

精密加工技术员 5 不限 4万-6万 泉州

质检员 5 不限 4万-6万 泉州

日语翻译 3 不限 4-8万 泉州

21
矽品电子（福建）

有限公司
民企 4500万美元 电子 福建泉州

设备工程师 1 不限 6万-8万

晋江制造工程师 2 不限 5万-8万

储备干部 10 不限 4万-7万

22
福建浔兴拉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3.5亿 拉链行业 福建 泉州

ERP编码技术员 2
计算机相关专业（熟悉一些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如

Oracle/SQL Server）
月薪4000-4500元+项目奖金

晋江市深沪镇
浔兴工业园

海外业务员（储备） 6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月薪3700-4200元+抽成，综合年
薪在8-10W，外派后年薪在10-

20W

外贸业务员 5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月薪3400-4200元+季度奖+年终

奖



22
福建浔兴拉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3.5亿 拉链行业 福建 泉州

IE工程师 5
工业工程、统计学、物流专业、运筹学、系统工程、质

量管理等专业
月薪3500-4200元+项目奖金

晋江市深沪镇
浔兴工业园

实验室检测员 1 纺织类相关专业 月薪4000-4500元

研发储干
(染整、电气、机械、纺织)

4
染整工程、电气、纺织工程、化学、知识产权、机械等

相关专业
月薪4000-4500元+研发奖金

生产储干
（管理岗+技术岗） 8 理工科类专业均可 月薪3500-5000 

23 中国平安泉州分公司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沪

601318
2000万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销售代表 3 金融 7万-10万 泉州

24
修正药业

驻福建省公司
民企 10万 生物科技 晋江市 销售业务 5 市场营销专业或化学专业 面议 泉州

25
福建加多宝饮料

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1000万 零售业 福建石狮 储备干部 3 不限 约3万

石狮市祥芝镇
石狮大道

26 华英阀业有限公司 民企 1.8亿 制造业 福建 泉州

办公文员 不限 不限专业 10万+ 泉州

销售业务员 不限 不限专业 15万+ 泉州

业务经理 不限 不限专业 20万+ 泉州

销售助理 不限 不限专业 10万+ 泉州

27
海西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民企 50000万

石材仓储、加
工、租赁

福建泉州南安

外联专员 1 建筑/文科类 5万 南安

跟单员 1 营销管理 5万 南安

荒料仓管 2 物流管理 4.5万 南安

质检员 5 不限专业 5.5万 南安

28
厦门有巢氏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 2000万 房地产 福建 泉州

行政 1 不限 4万+ 厦门集美

一手楼盘置业顾问 6 市场营销 5万+ 福建省内

策划助理 3 市场营销 5-7万 厦门、泉州、
龙岩

市场专员 1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面谈 泉州市

29
虎扑（上海）文化传播

股份有限公司
合资

12722.8359
万元整

体育/电子商务
/网络科技等

福建 南平 内容审核运营 100人 金融 文学 5-7万 南平

30
蜡笔小新（福建）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民企 2024/4/6 快消品 福建晋江

产品专员 2 食品、生物技术、市场营销、广告学等 3-5K 福建晋江

电商储干 2 专业不限（电子商务尤佳） 3-5K 福建晋江

设计 2 设计相关专业 3-5K 福建晋江



30
蜡笔小新（福建）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民企 2024/4/6 快消品 福建晋江

行政专员 2 专业不限（统计学专业尤佳） 3-4K 福建晋江

销售专员 20 专业不限 7-8K 江浙沪

31
福建恒利集团

有限公司
民企 15600万 生活用品 福建 南安

市场专员 5 营销 面议 省外

会计助理 3 会计专业 面议 南安

行政专员 2 不限 面议 南安

32
福建世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民企 1000万 汽车行业 福建 泉州

市场专员 5 市场营销、计算机或其他 面议 泉州、福州

人力资源专员 2 人力资源专业、行政管理、工商管理或其他 面议 泉州

销售顾问 20 汽车专业或其他 面议
泉州、福州、
安溪、厦门

服务顾问 5 汽车专业或其他 面议 泉州

行政专员 2 行政管理或其他 面议 泉州

关爱专员 3 工商管理或其他 面议 泉州

机电/钣金/装潢/美容技师 10 汽车专业或其他 面议
泉州、厦门、

福州

33
泉州市莫勒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私企 100万

互联网/电子商
务

福建 泉州

亚马逊运营助理 7
英语、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计算机等相关

专业
6W-8W 泉州

跨境电商运营 5
英语、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计算机等相关

专业
10w+ 泉州

34
泉州世邦房地产咨询有

限公司
民企 300万 房地产 福建 泉州

策划助理 4 广告学、汉语言文学、市场营销、新闻传播、会展策划 6-8万 泉州

文案 2 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广告学 6-8万 泉州

销售代表（置业顾问） 5 不限制 8万-15万 泉州

人力资源专员 3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工商管理、文秘、 6-8万 泉州

35
厦门市安德摩尔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民企 100万 商业、物业等 福建 厦门

人力行政 1 人力资源专业、公共管理专业 4-5万 泉州、晋江

企划专员 2 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汉语言文学 4-5万 泉州、晋江

招商营运 2 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商管理 4-5万 泉州、晋江

工程技工/电工 10 机电与自动化专业、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4-5万 泉州、晋江

36
福建泉州路特斯贸易有

限公司
民企 50万 互联网电商 福建 厦门

亚马逊运营 5 国贸、国际商务、电子商务 5-10万 泉州

速卖通运营 5 国贸、国际商务、电子商务 5-10万 泉州

新媒体运营 2 国贸、国际商务、设计 5-10万 泉州

37
宏兴财税服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民企 5000万 商务服务业 福建 泉州

会计实习生 100 财会 4万+ 福建省内

会计老师 20 财会 4.5万+ 福建省内

注册专员 10 专业不限 3万-7万 福建省内



37
宏兴财税服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民企 5000万 商务服务业 福建 泉州

招生课程顾问 20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4万+ 福建省内

人事专员 1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 3万+ 泉州

38
泉州市法莎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民企 200万 电子商务业 福建 泉州

京东运营 5 金融 商务 5万 泉州

唯品会运营 5 电子商务 5万 泉州

跨境运营 5 电子商务 英语 国际商务 4万-8万 泉州

美工 5 视觉设计 4万 泉州

39
福建省泉州市禾艺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民企 100万 贸易类 福建泉州

外贸业务员 5 英语 5万 泉州

业务跟单员 5 英语 5万 泉州

行政文员 2 工商管理 5万 泉州

40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公司第六营销部

央企 2000万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团队主管 20 不限 10万+ 泉州

大学生储备主管 10 不限 8万 泉州

人事助理 5 不限 4万-6万 泉州

综合金融经理人 10 不限 15万+ 泉州

41 泉州润禾贸易有限公司 民企 1500万 贸易行业 福建 泉州

业务员 3
1.店面客户接待、跟踪、维护；

2.新客户拓展与交流；
3.店面日常保洁与布置

月薪5000-10000元

泉州丰泽区刺
桐路国贸凯旋
门1栋1303

储备干部 5
1、全日制本科毕业，应届毕业生优先；

2、能从基层做起，沟通能力强。
3000+

 培训助理 2
善于沟通，吃苦耐劳，勇于创新

具备团队管理协调能力，具有营销实战经验
热爱建材行业，愿与公司共同发展

3500-4500

设计师 2
1、负责橱柜展厅客户接待、橱柜讲解，解答客户疑问，

维护客户关系等；
2、负责客户与内部客户的厨柜量尺 、复尺、布局设计工

6000-12000

42 福建通港贸易有限公司 民企 1000万 外贸行业 福建 泉州 外贸业务员 3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月薪3400-4200元+提成+年终奖
泉州市丰泽区
浦西万达中心

B座1406

43
泉州惠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万

汽车销售、汽
车维修保养和
机动车证件代

办

福建省泉州市
惠安县黄塘镇
黄塘地税旁宝

马4S店

客关专员 2

专业不限

月薪2500+绩效

惠安黄塘专属客户经理 2 月薪2500+绩效

前台接待 2 月薪2500+绩效

44 泉州伟德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万 家居建材
福建省泉州市
丰泽区体育街
西段奇龙物流

大厦825

店长助理（储备店长） 15 市场营销  金融 8万-10万 泉州、晋江、
安溪

销售精英 15 市场营销  金融 10万+ 泉州、晋江、
安溪

45 泉州瑞臻服饰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壹佰万
网上销售：服
饰、箱包、鞋

帽等

福建省泉州市
鲤城区临江街
道幸福社区义
全街物资总公
司3楼南侧56

号

运营助理 20 电子商务优先 7万+ 泉州

电商客服 4 电子商务优先 6万 泉州

直播运营 4 市场营销优先 7万+ 泉州

46
泉州先觉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民企 100

商务广告服务
类

福建泉州鲤城

平面设计 10 广告学、平面设计等 5万-8万 泉州鲤城

文案 5 广告学等专业不限 5万-8万 泉州鲤城

策划AE 5 专业不限 5万-8万 泉州鲤城



47 云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万
软件开发、销

售
福建泉州鲤城

销售精英 20 市场营销  金融 10万+ 泉州

文案策划 5 广告学等专业不限 5万-8万 泉州

48
泉州信达雅文化有限公

司
民企 500 自媒体 福建 泉州

销售代表 3 市场营销、广告、影视专业 月薪2500+提成

东海泰禾广场视频后期剪辑师 1 影视、自媒体专业 月薪3000-5000

新媒体文案策划 1 中文、广告、策划、新闻等专业 月薪3000-5000

49
泉州市师傅邦网络科技

股份公司
民企 1000万 电商行业 福建 泉州

业务员 5 主要是进行维修包的推广及销售业务 （需要往外跑业
务）

3000-6000 泉州市丰泽区
华大街道体育
街华创园C601客服 2 学习并掌握公司电商运用软件维护商订单派单 、改派及

急单等业务处理
4000-5500

50 浅水湾集团有限公司 民企 壹亿元整

文化艺术；创
业园、生态农
业、旅游项目

开发；

福建 泉州

总裁助理 1 汉语言、工商管理 10万+ 泉州

总裁秘书 1 不限专业 8万 泉州

企划文案新媒体 3 汉语言、文化传媒 6万 泉州

会计 1 金融 6万 泉州

平面设计 1 文化传媒 8万 泉州

农业专项技术员 10 农业、农林 10万+ 泉州

市场营销 10 市场营销、经济管理 8万-12万 泉州

储备干部 20 不限专业，优秀毕业生 5万-10万 泉州

51 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港

资）
800万 械机制造 福建 泉州

储备干部 5 机电一体或工科专业 4万~6万 泉州

质量管理 5 机电相关专业 4万~8万 泉州

销售代表 8 机械或外贸 4万~10万 泉州

52
卡尔美（中国）有限公

司
私营企业 10000 鞋服行业 福建 泉州

零售运营专员 5 专业不限 8万 全国各地

商品专员 7 专业不限 5万 泉州

商品企划专员 3 服装设计 5万 泉州

国际销售专员 3 国际经济与贸易 5万 泉州

陈列专员 3 设计类 5万 泉州

服装工艺师 2 服装设计 5万 泉州

53
泉州市鲤城区金海洋文

化培训学校
私有企业 10万 教育行业

福建 泉州市鲤
城区

数学教师 3 专业不限 6万 泉州

物理教师 3 专业不限 6万 泉州

地理教师 2 专业不限 6万 泉州

初高中各学科类教师 5 专业不限 6万 泉州

54 厦门艾德鞋业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500万 鞋类出口贸易 福建 厦门

外贸业务员 5 国贸、英语 8万-9万 厦门

外贸业务助理 5 国贸、英语 6万 厦门

商务单证 10 国贸、英语、国际物流 6万 厦门

采购助理 5 不限专业 6万 厦门

鞋类设计师 6 鞋服设计专业 6万 厦门



54 厦门艾德鞋业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500万 鞋类出口贸易 福建 厦门

开发专员 5 鞋服专业 6万 厦门

55
金火把（泉州）工艺礼

品有限公司
民企 500万 树脂

泉州清濛开发
区

 电商运营助理 1 不限专业 面议 泉州

京东运营店长 1 不限专业 面议 泉州

 会计 财务 1 会计专业 面议 泉州

 跟单内勤 2 不限专业 面议 泉州

56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私营企业 叁亿 化工

福建 泉州市洛
江

综合管理 2 工商管理/化学类专业 5-7万 泉州洛江

技术研发 2 高分子材料/应用化学专业 5-8万 泉州洛江

生产管理 2 化学/化工类专业 5-8万 泉州洛江

项目管理 2 化学/化工类专业 5-8万 泉州洛江

销 售 2 市场营销专业或化学专业 6-8万 泉州洛江

57
晋江市星盛鞋服材料有

限公司
合资企业 100万元 制造业 福建 晋江

会计 2 会计 文学 5-8万 晋江

会计助理 2 会计 文学 4-6万 晋江

出纳 2 会计 文学 4-6万 晋江

业务助理 5 会计 文学 10万+ 晋江

总经理助理 1 汉语言专业 5万➕ 晋江

文员 1 不限专业 4-5万 晋江

58 耀华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839961
17592.8 园林业

福建省泉州市
晋江市

预算员 2 造价 工程管理 土木 园林 5万 晋江

土建施工员 5 建筑 土木 市政 5万 晋江

绿化施工员 5 园林  园艺 5万 晋江

资料员 2 建筑 园林 5万 晋江

会计 3 财务管理 会计 5万 晋江

59
泉州亚太高邦食品配料

有限公司
民企 505万 食品原料 福建 泉州市

销售代表 10 市场营销 5万+ 泉州

储备干部 5 市场营销 5万+ 泉州

60
泉州市视达电子工程有

限公司
民企 2800万 安防智能化 泉州市

工程设计师 1 电气、机电、智能化、建筑水电 面议 泉州

工程设计助理 3 电气、机电、智能化、建筑水电 面议 泉州

安防工程技术员 3 电气、机电、智能化、建筑水电 面议 泉州

61
福建茗流汇股份公司( 
中闽魏氏茶业股份公

司)
民营企业 500万 零售业

泉州市东海泰
禾

平面设计、门店销售、销售顾问、渠道拓
展专员

50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5-8万
泉州市东海泰

禾



62
华福证券泉州湖心街营

业部
国企

证券经纪、市
场营销、渠道
管理，证券活
动相关财务顾
问，证券资产

福建泉州丰泽
区

投资经理 3 不限 约3万
丰泽区湖心街
星湖雅苑2楼华

福证券

63
福建省湾蓝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私企 1000万 电商 福建泉州

社群营销专员 不限 不限 5-8万 泉州

淘宝主播 2 艺术系/文科类 5-8万 泉州

64
福建泉州金达莱服饰有

限公司
无 300万 服装行业 泉州

外贸业务员/助理 5 英语、国贸相关专业 8万 泉州

会计助理 2 财会相关专业 5万 泉州

人事行政专员 2 工商管理相关专业 5万 泉州

采购员/助理 2 物流管理相关专业 5万 泉州

服装版师/助理 5 服装设计工程等专业 8万 泉州

跟单员 2 不限专业 5万 泉州

65 泉州零邦商贸有限公司 民企 300万 电商行业 福建泉州 晋江

储备干部 10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5万+

晋江

运营管培生 30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4万+

文案管培生 8 广告学 4万+

网络主播管培生 5 广告学 4万+

商品管培生 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万+

客服管培生 30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4万+

人资管培生 5 人力资源管理 4万+

财务管培生 5 财务管理、会计 4万+

66
石狮华宝新材料工程有

限公司
民营 1200万 化工 福建 石狮

研发分析员 5 化学 材料学 生物化工 6-8万 石狮

工程技术员 5 化学 材料学 生物化工 6-8万 石狮

销售代表 5 化学 材料学 生物化工 6-10万 石狮

67
泉州市纽百司进出口有

限公司
私企 100万

新型材料、化
工产品

福建省泉州市

跟单/供应链 1 化学 材料学 生物化工 4万+ 泉州

泉州外贸业务员 3 市场营销、外贸 5万+ 泉州

销售助理 2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5万+ 泉州

68
石狮市小禾迈祎贸易有

限公司
民企 50万 零售业 福建 泉州 管培生 20 不限 4-5万 福建

69
福建国联隆康贸易有限

公司
民企 1000万

中高端女装终
端零售

福建省泉州市

储备干部 10 市场营销/服装类专业 4万-7万
泉州、晋江、
石狮、安溪、
南安、厦门、
福州、福清、

长乐等

销售精英 10 市场营销/服装类专业 4万-7万

陈列师 5 市场营销/服装类专业 4万-7万

搭配师 5 市场营销/服装类专业 4万-7万

试衣模特 2 不限 3万-6万 泉州



69
福建国联隆康贸易有限

公司
民企 1000万

中高端女装终
端零售

福建省泉州市

商品专员 2 服装类专业 3万-6万 泉州

人事行政专员 1 不限 3万-6万 泉州

70
福建省金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民企 500万 教育业 福建 泉州

学科教师 10 不限 面议 泉州

市场专员 5 不限（营销优先） 面议 泉州

课程顾问 5 不限（营销优先） 面议 泉州

储备校长 5 不限（营销优先） 面议 泉州

教务 5 不限（营销优先） 面议 泉州

插画师 5 平面、美术、广告设计、视觉传达 面议 晋江

新媒体运营 5 平面、美术、广告设计、视觉传达 面议 晋江

平面设计师 5 平面、美术、广告设计、视觉传达 晋江

71
福建兵哥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私企 3080万 服务行业 福建泉州

文员/内勤 3 面议 泉州

经理助理 3 面议 泉州

销售代表 5 面议 泉州

会计助理 2 面议 泉州

预备教官 5 面议 泉州

72
泉州市闽达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民企 1200万 工程机械配件 福建 泉州 南安

研发技术员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9万 南安

生产储干 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8万 南安

外贸业务员 5 国贸、英语 8-10万 南安

外贸单证员 2 国贸、英语 6-8万 南安

外派记账员 5 不限 6-8万 南安

总经理秘书 1 文秘、英语、国贸等 6-8万 南安

73
泉州市鲤城区铭大教育

培训学校
其他 15万 教育 福建 泉州

初中/高中语文老师 3
不限专业

（重点数学系、物理系）
6万以上 泉州

小学/初中/
高中数学老师

10
不限专业

（重点数学系、物理系）
6万以上 泉州

高中英语老师 3
不限专业

（重点数学系、物理系）
6万以上 泉州

初中/高中
物理老师

10
不限专业

（重点数学系、物理系）
6万以上 泉州

初中/高中
化学老师

5
不限专业

（重点数学系、物理系）
6万以上 泉州

课程顾问 2
不限专业

（重点数学系、物理系）
6万以上 泉州

74
福建南安市万家美针织

有限公司
民企 2008万 纺织服装

福建泉州地区
（南安/永春）

业务助理 5 相关管理专业 5-8万 泉州

生产储干 10 相关管理专业 5-8万 泉州

外贸助理 10 相关管理专业/英语较好 5-8万 泉州



74
福建南安市万家美针织

有限公司
民企 2008万 纺织服装

福建泉州地区
（南安/永春）

文员 5 相关管理专业 5-8万 泉州

75
中科环净（福建）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民企 3000万

环保类（空气
净化）

福建 泉州

行政文员 1 文学 5万 泉州

储备人员 6 市场营销 5万+ 泉州

销售代表 8 市场营销 7万+ 泉州

区域代表 5 市场营销 10万+ 泉州

7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91350503MA
346PEY41

2000万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储备干部 5 不限 120000+ 泉州

团队主管 2 工商管理 120000+ 泉州

综合金融经理人 10 金融专业 120000+ 泉州

人事专员 2 人力资源 36000+ 泉州

77
福建孩子王儿童用品有

限公司
民企 2000万 零售业 福建福州

见习主管（商品经营） 15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6-8万 福州、泉州、
厦门、漳州、

见习主管（顾客经营） 15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6-8万 福州、泉州、
厦门、漳州、

78
泉州市华德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合资 415万美元 机械制造

福建台商投资
区

外贸业务员 2 不限 面谈 泉州

技术员 2 不限 面谈 泉州

实习生 3 不限 面谈 泉州

7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南安市支公司

副部级企 上市
公司

股票代码：A股  
601628

—— 保险业 福建 南安

综合金融经理人 8 不限 面谈 南安

预备讲师 2 不限 面谈 南安

人力资源助理 2 不限 面谈 南安

项目专员 2 不限 面谈 南安

办公室内勤 1 不限 面谈 南安

80 泉州永硕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300万 工艺品出口
福建省泉州市

鲤城区

外贸业务员 3 国际贸易 面谈 泉州

外贸业务员助理 3 国际贸易 面谈 泉州

工艺品设计师 3 设计 面谈 泉州

81 安腾集团有限公司 民企 5000万
房地产、物业

、酒店
福建泉州

建筑设计助理 1 建筑设计 8万 泉州

会计助理 1 财务管理 5万 泉州

出纳 1 财务管理 5万 泉州

人力行政助理 2 不限 5万 泉州

招商助理 3 不限 6万 泉州

82
福建省泉州市天成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民企 500万 外贸业 福建 泉州

业务员 2 国际贸易、市场营销 5万 泉州

跟单员 2 国际贸易、市场营销 5万 泉州

83
泉州丰泽美莱华美医疗

美容有限公司
私企 2000万 医美 福建 泉州

策划 2 市场营销  广告 5-6万 泉州

文案 2 市场营销  广告 5-6万 泉州

新媒体运营 2 市场营销  广告 5-6万 泉州

产品专员 2 市场营销  广告 5-6万 泉州



84
洋人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民企 3268/12/12 金融业 福建 晋江

运营专员 5 金融 文学 8万+ 泉州

储备干部 5 金融 文学 6万+ 泉州

文员 2 金融 文学 5万 泉州

亚马逊运营 5 金融 文学 8万+ 泉州

85
泉州市远英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民企 100万 教育行业 福建 泉州

教师 10 新闻，汉语言学等 8万 泉州

市场专员 5 金融 文学 8万 泉州

储备干部 5 金融 文学 8万-12万 泉州

人事专员 2 金融 文学 7万+ 泉州

86
晋江市安亿鞋材有限公

司
民企 1000万 皮革、鞋业 福建 晋江

外贸业务员 4 国际贸易 面谈 晋江

应届生储备干部 3 不限 面谈 晋江

业务跟单 3 服装设计 面谈 晋江

8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宝洲路证券营业部

国企 3616/8/30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区域经理 3 金融 经济 面谈 泉州

专业投资顾问 2 金融 经济 面谈 泉州

基础客服 3 金融 经济 面谈 泉州

高级经纪人 3 金融 经济 面谈 泉州

88
易宝（福建）高分子材

料股份公司
股份制公司 1905/8/12 橡胶制品 福建 泉州

外贸业务员 2 商务英语 国际贸易 8万+ 泉州

工程师助理 2 高分子材料专业、化工/化学专业 5万+ 泉州

外贸内勤 1 商务英语 国际贸易 6万+ 泉州

89
晋江市绿雨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
民企 750万元 印刷业 福建泉州晋江

业务跟单 5 电子商务、会计、贸易 4万2 晋江

储备干部 5 不限 4万2 晋江

90
福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

店有限公司
台港澳法人独

资
5000万 零售业 福建泉州

见习店铺副经理 10 专业不限 6万 泉州

管理培训生（MIT） 10 专业不限 6万 泉州

91
厦门中天世纪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
民企 3000万 房地产 福建 厦门

置业顾问 10 不限 8万-12万 泉州

渠道专员 10 不限 8万-12万 泉州

行政专员 3 不限 6万 泉州

售后专员 3 不限 8万 泉州

市场分析师 3 不限 6万 泉州

策划师 3 不限 8万 泉州

92
泉州天达地物流快递服
务有限公司(雅颂TNT)

私营 50万
国际物流和快
递及跨镜电商

泉州市丰泽区
泉秀路成洲工

业区9号

国际物流储备干部 6 物流专业、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 6万 泉州市区客运
中心站边

市场调研和销售经理 3 物流专业、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 10万 泉州市区客运
中心站边

经理助理 1 物流专业、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 6万 泉州市区客运
中心站边

客户销售服务部经理和客服销售跟单专员 3 物流专业、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 10万 泉州市区客运
中心站边

93
福建省乐众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民营企业 1000万 酒店企业管理 福建 晋江

人力资源专员 2 工商管理类 5万 晋江



93
福建省乐众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民营企业 1000万 酒店企业管理 福建 晋江

培训专员 5 工商管理类 8万 晋江

营销经理 5 工商管理类 12万-18万+ 晋江

视频制作员 1 媒体技术类 8万 晋江

94 福建易杰优置业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 1000万 房地产 福建厦门 管培生（策划岗、销售岗） 30 不限，市场营销、房地产相关专业优先 8万-10万+ 厦门、漳州、
泉州、龙岩、

95
福建省晋南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私营 10888万 建筑工程 福建 晋江 安海

人力资源专员 2 工商管理类 5万+ 晋江安海

前台文员 1 工商管理类 5万+ 晋江安海

档案管理员 1 工商管理类 5万+ 晋江安海

法务专员 1 法学类 5万+ 晋江安海

会计 1 会计、财务类 5万+ 晋江安海

BIM应用专员 1 工学类、计算机类 6万+ 晋江安海

96
泉州星浩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0656.HK在
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

20000万 房地产 福建 泉州

营销策划专员 4 金融 文学 工商 公管 8万 泉州

置业顾问 8 金融 文学 工商 公管 8-12万 泉州

渠道专员 3 金融 文学 工商 公管 8-12万 泉州

97
招金期货有限公司晋江

营业部
国企 10500万 金融 福建 晋江

产品经理 3 不限 面议 晋江

客户经理 5 不限 面议 晋江

实习生 5 不限 面议 晋江

98
厦门九九加一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私营 200万元 教育培训 福建厦门

校长助理/学管主管 5 师范(幼教）类、艺术类、播音与主持、英语、汉语言文
学类、管理类

5-6万元左右 泉州或厦门

科任老师（小学/初中） 15 6-8万元左右 泉州或厦门

储备干部 20 4-5万元左右 泉州或厦门

99
泉州进溢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民营企业 1000万 体育用品 福建 晋江  外贸业务员

1 市场营销 8万 晋江

1 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 8万 晋江

1 国际经济与贸易 8 晋江

100
泉州市皇极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三百万园整

文化艺术咨询
服务：教育咨
询服务（不含
培训）；大型
活动组织服

务；批发、零

福建省泉州市
晋江市永和镇

 作文、数学、书法老师 10 幼教，师范 72000 福建省泉州市
晋江市永和镇

中国舞、拉丁舞、街舞，爵士舞老师 3 　舞蹈专业 120000

 钢琴，小提琴，古筝，吉他，架子鼓等音
乐老师

10 艺术类 120000

101
福建千祥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私人企业 壹仟万元整

环保技术推广
服务

福建省泉州市
晋江市泉安北
路808恒达利
商务中心7#4

层

业务骨干 4 不限 12万 池店

招商专员 2 不限 10万 池店

储备干部 2 不限 8万 池店

102
泉州市鑫弘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
合资 500万元 环保材料 泉州市洛江区

外贸业务员 5 不限 面议 洛江

内贸业务员 5 不限 面议 洛江

103
泉州市古星商贸有限公

司
民营 1900/2/19 电商 福建 泉州

运营专员 5 电子商务 5万 泉州



103
泉州市古星商贸有限公

司
民营 1900/2/19 电商 福建 泉州

美工 2 计算机/软件 5万 泉州

人事专员 1 人力资源 5万 泉州

摄影助理 2 计算机/软件 5万 泉州

商品数据专员 2 不限 5万 泉州

104
泉州之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法人独资
5000万

汽车销售、售
后维修服务、
二手车销售等

福建 泉州

销售顾问助理 3 市场营销、工商等 泉州

收银助理 1 财务 泉州

人事助理 1 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泉州

105
泉州天娇妇幼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
民企 500万 卫生用品 福建 泉州

外贸业务员 2 不限 8万+ 泉州

培训讲师 3 不限 5万+ 泉州

文案策划 6 不限 4万+ 泉州

短视频运营 2 不限 4万+ 泉州

106 晋江中诚雨具有限公司 民企 1388万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外贸业务员 5 15万 15万 泉州

107
厦门大友富置业顾问有

限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300万元港币 房地产 福建 泉州

管培生 10 工商类 6-15万 泉州、厦门

策划专员 5 工商类 4-6万 泉州、厦门

置业顾问 5 不限 6-15万 泉州、厦门

渠道销售 5 不限 6-15万 泉州、厦门

108 泉州市鲤城区新起点语
言培训中心

民企  50万 教育培训 福建泉州 英语老师 5 不限专业，英语专业更好 面议 泉州

109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

司
外资 1902/9/26 卫生用品 泉州石狮

品牌专员 3 市场营销 7W 泉州石狮

新媒体专员 3 市场营销 6.5W 泉州石狮

电商运营 3 不限 7-8W 泉州万达

销售管培生 5 不限 6.5W 泉州石狮

110
泉州恒利达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私企 1980万元 制造业 福建 泉州

外贸业务员 若干 国际贸易/英语专业 5-10万 南安

采购员 若干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5-8万 南安

111
福州迪安医学检验实验

室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300244
2000万 医疗行业

福建福州
福建泉州

会计 2 财务管理 会计 面议 福州

市场专员 3 市场营销
药学院相关专业

8-12万 福州

产品专员 2 药学院相关专业（硕士） 10万+ 福建

销售代表 10 市场营销 
药学

8-12万 福建

驻点医院助理 1 药学 面议 泉州

112 福建锦轮汽车有限公司 民企 1000万
汽车销售与维

修
福建 晋江

销售代表 5 不限 5万-12万 晋江

客服邀约专员 5 不限 4万-10万 晋江

配件专员 1 不限 4万-7万 晋江



113
福建省七悦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1000万 便利店 泉州

储备主管 20 不限 8万 泉州

食品研发员 5 不限 8万 泉州

114
南安市奥力石业有限公

司
民企 6168万 石材 福建 南安

财务会计 2 金融 会计 4-5万 南安

市场专员 10 市场 营销 3-4万 南安

销售代表 5 市场  营销 6万+ 南安

储备管理 10 金融 管理 5万+ 南安

115
惠安县达利世纪酒店有

限公司
个企 18500万 餐饮业 福建 泉州

前台接待员 3 酒店管理  旅游 3.6万 泉州

销售实习生 4 市场营销 3.6万+提成 泉州

餐饮vip接待员 3 酒店管理 4万+ 泉州

总机话务员 3 酒店管理  旅游 3.6万 泉州

11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德泰路证券营业部

国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深

002736
500万 金融业 福建 泉州

理财经理 10 不限 6万-9万 泉州

理财顾问 2 全日制金融或经济类相关专业 7万-10万 泉州

117
福建意尔康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
民营企业 8000万 运动鞋服 福建 泉州

企划专业 2 文学 市场营销 6万 泉州

ERP实施/维护员 5 计算机软件 7万 泉州

电商运营 5 电商 市场营销 6万-10万 泉州

鞋服研发设计 10 设计 计算机 10万+ 泉州

118 小米卫浴有限公司 5000万 商贸 福建 泉州 业务储干 5 经济与金融 5万以上 泉州

119
福建省鸥浦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

资）
1000万 服装 福建晋江

服装设计助理 2名 服装设计等相关专业 4.5万-7万 晋江

版师助理 2名 服装设计等相关专业 4.5万-7万 晋江

工艺员 2名 服装设计等相关专业 4.5万-7万 晋江

外贸业务员 5名 国际业务、纺织服装等相关 4.5万-7万 晋江

外贸跟单 3名 际业务、纺织服装等相关 4.5万-7万 晋江

IE专员 2名 纺织、染整、服装设计等相关专业 4.5万-7万 晋江

销售专员 5名 不限（体育、市场营销优先） 4.5万-7万 晋江

生产管理储备干部 6名 服装、纺织、染整相关专业 4.5万-7万 晋江

120
泉州市王宫电子衡器有

限公司
民企 1500万 电子行业 福建 泉州

业务专员 5 市场营销、计算机 面议 泉州

人事行政专员 2 人力资源专业、行政管理、工商管理 面议 泉州

客服顾问 2 服务行业 面议 泉州

网络推广 3 网络营销 面议 泉州

机械CAD专员 2 机械工程 面议 泉州

技术专员 2 电子电气专业 面议 泉州



120
泉州市王宫电子衡器有

限公司
民企 1500万 电子行业 福建 泉州

外贸专员 4 外语专业、国际贸易 面议 泉州

业务助理 2 市场营销、 面议 泉州

121
福建金宏昌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
私营 1500万 拖鞋、花园鞋 福建泉州

外贸业务 5 国际贸易 7万 晋江

电商运营 2 电子商务 7万 晋江

跟单文员 1 文秘 4万 晋江

会计 1 会计专业 5万 晋江

122 北京东方优播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民企 1000万 教育 北京 海淀 管培生 5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8万-10万 全国

123 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伍亿玖仟零捌
拾万圆

零售业 福建 泉州 营运专员 3 不限 5万 泉州

124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区）

民企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300000万人民
币

眼科 福建省泉州市 市场专员/筛查专员 10 市场营销 5-7万 福建省

125
福建省泉州市正能量
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民企 50万 电子商务 福建 泉州

人力资源/行政专员 2 不限 6万 泉州

运营主管/店长/助理 20 不限 8-15万 泉州

商品跟单/研发专员 5 不限 5万-10万 泉州

品牌/美工设计 4 设计类专业 5万-10万 泉州

客服专员 5 不限 4万-7万 泉州

业务员 3 不限 5万-10万 惠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