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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上海大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中国魔都

---上海，主要经营米线系产品和地方特色小吃。在米线行业内率先

导入 CIS 形象识别系统，贯彻 HACCP 安全卫生系统。以弘扬中华美食

文化与推动中国快餐为使命。

公司瞄准中高端餐饮市场，现已启动全球市场，已在北京、上海

广州、杭州、成都、武汉等地设立 20 大分公司，以上海为中心向全

国辐射的商业拓展模式。

公司总部

二、品牌力量及产品展示（两大品牌力量）

1、大鼓米线品牌

“大鼓米线”是由上海大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创立的，是面

向全球打造的一个餐饮品牌，由影视巨星黄渤倾情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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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产品（米线类+饭类+小吃类+大鼓手摇茶）

2017 年 10 月金秋入驻加拿大多伦多--中华美食已经开启新的征

途。目前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国外商圈也都已经开设多家门店。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大鼓米线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备受青睐的快餐品牌，也是中国餐

饮行业的一颗闪耀的新星。门庭若市，是顾客对我们最大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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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酸菜妹品牌

2018 年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推陈出新打造酸菜妹品牌下--酸菜妹

烫捞店。紧跟时代步伐的各种口味烫捞、时尚的店面装修风格、小清

新的整体设计、活力四射的员工制服，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烫捞门头 店面 橱窗

三、发展关键点、荣誉、合作伙伴

大鼓米线凭借着优秀的产品质量，过硬的管理技术，成熟的供应

链管理等，一次又一次取得优异的成绩。

战略联盟

大鼓米线与万达、银泰、大润发、沃尔玛、华润万家、欧尚、吾

悦广场、高鑫、太平洋等二十多个全国知名商业地产及商超形成战略

联盟，为大鼓米线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凭借大鼓米线在全国的品牌

影响力和坚持提供高质量的美食赢得各大连锁超市的合作，共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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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莘莘学子，天天向上

姓名：徐振

毕业学校：新余学院

（16届毕业生）

专业：会计

入职时间：2016 年 2月 21 日

部门：采购部

负责设备座椅、食材等采购工作

与厂家进行询价谈判，负责检查

各厂家食材的安全及质量。

薪资：年薪约 15万

----------不要在最能吃苦的年龄选择了安逸。

姓名：王姣

毕业学校：新余学院

（16届毕业生）

专业：市场营销

入职时间：2016 年 2 月 21 日

部门：市场部

负责公司企划、对外宣传、网络

推广等市场营销工作

薪资：年薪约 13万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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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卫超

毕业学校：西安联合学院

（17届毕业生）

专业：土木工程

入职时间：2017 年 2月 27 日

部门：采购部

负责采购门店所需各类物料。

薪资：年薪约 11万

------------一旦习惯坚持便不再容易放弃。

姓名：黄军

毕业学校：江西警察学院

（15届毕业生）

专业：法学

入职时间：2015 年 7 月

部门：分公司

负责市场拓展,门店开发，区域门

店管理，分公司业绩提升。

薪资：年薪约 35万
------------千学不如一看，千看不如一练。

姓名：张波

毕业学校：四川旅游学院

部门：品控部+市场部负责人

薪资：年薪约 25W+
----------不要在最能吃苦的年龄选择了安逸。

姓名：范梦雪

毕业学校：四川旅游学院

部门：加盟部

薪资：年薪约 18W-22W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五、企业福利

每个月的提升、晋升培训

发展中的企业，怎么会懈怠员工的培训与待遇！我们的训练督导

会去门店巡店进行培训，进行一对一指导；公司总部也会定期组织专

项培训课程，对新员工进行集中训练，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及自身素

质。一家优秀的企业，就是要时刻为员工充电，这才是最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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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聚会

一年一度的分岁酒晚宴，也是对员工一年来努力的犒劳与认可。

家人们一起欢聚一堂，此刻没有领导，没有同事，都是朝夕相处的伙

伴。大鼓感谢每一位员工的辛苦付出，员工的幸福感及归属感一直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岗位福利、生日福利、节假日福利应有尽有

公司能为你提供一份体面的收入、丰厚的福利待遇、入股自己当

老板的机会，以及一个良好的、公平的快速晋升机会。

每月入股分红福利、有钱一起赚的理念大步向前

新员工入职最快 2 年就可以升正经理，可享受入股资格，获得每

月门店入股分红（例：所入股门店一个月净利润为 4万，即每月可以

分红 2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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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旅游，豪华奖励国外游

公司每年定期组织为期 3-5 天的集体旅游，增强团队凝聚力。也会为

表现优异的伙伴们组织为期 7-10 天豪华国外游。

六、大鼓诚聘

公司行业定位好，产品定位准，员工福利好，选择我们没毛病。

期待有志之士加入，共同见证我们的成长。

可入股，能赚钱，升职快，欢迎来投！

招聘岗位及发展空间:

 餐厅见习助理 100-200 名

职位平均月薪：

岗位基本薪资 3300+交通补助+通讯补助+绩效+全勤+营业额分红

=3700+

工作地点：全国多区域选择

工作性质：全职

最低学历：大专

职位定位：见习餐厅助理（1-3 个月转正）



DAGU RICE NOODLE

⑧

岗位职责：

1、协助餐厅经理执行订货、排班、财务、人事、外卖等系统管理及日

常工作。

2、确保产品 100%达到质量标准，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

3、配合公司推行、实施各种管理制度，保证餐厅的统一运作标准。

任职要求：

1、具备大专或以上学历、全日制工作

2、能适应倒班和高速快捷的工作环境

3、有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贯彻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热爱餐饮行业，吃苦耐劳，可接受区域调动

福利待遇：

平均月薪+节日三薪+加班工资+包吃包住+弹性工作+节日福利+生日津

贴+员工意外保险+入股分红(达到相应职位可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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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岗位发展：

餐厅入职新员工最短 1-2 年即可具有代店资格，享有入股分红政

策，可获得管理本门店 5%-10%的股份。

 部门专员（品控部、市场部、人事部、工程部、外卖部等） 30名

职位平均月薪：4K+

岗位基本薪资 3200+部门绩效（部门不一样）+年终奖金+入股分红

=4000+

工作地点：上海公司总部大楼

工作性质：全职

最低学历：大专

职位定位：见习行政专员/助理（1-3 个月可转正）

岗位基本职责：

1、相关资料的整理与归档。

2、会议流程的制作与安排。

4、能够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5、辅助部门人员完成部门业绩。

6、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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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电脑办公软件及办公设备使用熟练。

2、工作认真、仔细，能吃苦耐劳，有较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3、能承受琐碎事务性工作，有一定的承压能力。

福利待遇:

岗位基本薪资（餐补+住房补贴+通讯补贴）+员工旅游+生日津贴+节日

福利+员工意外保险+年底分红+入股分红（达到相应职位可享有）

部门岗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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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点、画圈、双横杆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4855 弄 117 号

联 系 人：孙经理 \ 谢小姐

邮 箱：18549791@qq.com\dagu201130@126.com

（可以立刻马上投递简历哦，要求：姓名+应聘岗位+学校名+专业）

联系电话：13681643828/ 17821712491/ 021-57760508

微信号：
（欢迎私聊） （扫码关注大鼓公众号）

上海大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官网：www.dagufood.com

招聘宣讲会

时间：2018 年 10月 17日下午 14:00
地点：黄山学院率水校区文渊楼 1105教室

mailto:18549791@qq.com
mailto:dagu20113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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