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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这个退役军人一体化服
务平台的社会价值毋庸置疑，但是未来
竞争者一定很多，你们有什么与众不同
的地方吗？”8月 30日，由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主办，省人社厅、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协办的“建行杯”福建省首届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大赛上，评委们在参赛选手
精彩的路演后进行点评和提问。

参赛选手自信满满地回答：“我们
做的是贯穿退役军人职业生涯的跟踪
式服务，会覆盖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
各个环节。同时我们平台的大数据分
析，将为兵哥哥们匹配到最合适的企
业。虽然竞争对手众多，但是我们比他
们提前走了一步，有信心迎接挑战。”

此次大赛以“展退役军人风采、立
创业创新潮头”为主题，分为初赛和复
赛，设置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
务业、现代农业、精准扶贫、创新团队等
5类奖项，共计159支队伍报名参赛。经
过严格评审、层层选拔，24家优秀退役

军人企业、团队进入省级复赛。最终，
决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
名及优秀奖 18名。其中福建福链科技
有限公司的 FuChain-BCS福链区块链
系统项目技压群雄，斩获大赛一等奖。

此次大赛还专门设立了参赛创业
创新项目小型产品展示区，为参赛退役
军人企业和团队展示创新成果、宣传企
业文化、促进相互交流搭建良好平台。

“参观了参赛团队的部分展品，我
们由衷地觉得，退役军人真棒，你们
都是创新创业的星空中最闪亮的那
颗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陈奕
辉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表示，“本次
大赛希望能发掘培育一批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典型，激励引导广大退役军
人积极投身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超越实践。”

据悉，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把本次
大赛的获奖项目纳入“省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大赛项目库”，并按要求推荐相应

获奖项目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大赛决赛”竞争角逐。此外，邀请7位退
役军人创业导师在大赛现场与获奖队
伍“一对一”结对，提供长期跟踪辅导和
专业咨询等服务。

“大赛提供的导师结对指导等系列
服务，对我们这种初创公司而言非常重
要，也是我们正迫切需要的。”一等奖得
主——福建福链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
监吴建强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通
过比赛，我们对路演的程序和要求都有
了一次全面了解，也学习了很多战友的
项目，这些对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升
级都有很大帮助。”

据了解，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挂牌成
立以来，先后与建设银行福建分行等 12
家金融机构签署《“拥军优抚”合作协
议》，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

“一先、两优、多免”等优先优惠优质服
务，特别是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八个

“一”金融服务，让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享

受“三优”金融服务；汇总各类就业岗位
5.5万个、涵盖全省84个县（市）区、对接
1000 多家企业、惠及退役军人上万人
次；选聘首批10位指导师组建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专业导师志愿者团队；遴选
115 家优质院校和培训机构作为全省
2020年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承训机构，投
入补助经费 1.02亿元，为 3.12万人次退
役军人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去年，全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先后举办退役军人招聘活动 138场，共
50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 13.9万个，超
过 1万名退役军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
全省共有 2.86万余名退役军人报名参
加高职扩职，其中 1.7万余名被录取，占
全省高职扩招录取总人数的77.3%。

据透露，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正加快
研究制定《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办
法》等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政策和服务体系。

（记者 卢芸斐）

本报讯 8月 24日—30日，莆田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分部组
织举办莆田市 2020年军队转业干部适应性培
训班，48名计划安置军转干部、23名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班分为“计划安置”“自主择业”两个专
题，以“线上自主学习+权威导师现场授课”方式
同期开展，安排了党政教育、莆田市情、政策解
读、实用公文写作、创业指导等适应性培训课
程。 （通讯员 吴静 潘呈瑜）

展退役军人风采 立创业创新潮头
“建行杯”福建省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举行

“创响福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创响鼓楼”获奖项目最高奖1万元

莆 田

71名军队转业干部

参与适应性培训

根治欠薪进行时

上汽集团福建分公司
生产操作工：200人，中专，工科类专业，月薪

3500~5500元，年龄18-28岁。

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593-8999032，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三屿村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生产技术员：初中，月薪4500~7000元，年龄

18-40岁；2.质检员QA:初中，月薪4500~7000元。

联系人：陈露，联系电话：18945970512，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1.电气技术员：初中，月薪 4000~7000元；2.机

械技术员：初中，月薪 4000~7000元；3.机具驾驶

员：初中，须持有装载机/挖机/铲车驾驶证或上岗

证，月薪 4000~7000 元；4.现场普工：初中，4000~
6000元/月。

联系人：张女士15959300331，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漳湾镇闽海路88号（联德公司公交站点）

安吉智行物流（福建）有限公司
1.安全工程师：本科，有安全资格证书，4000~

6000 元/月；2.规划工程师：本科，4000~6000 元/
月；3.调度专员：本科，4000~6000元/月；4.数据员：

大专，3500~5000 元/月；5.叉车工：初中，4000~
6000元/月，70人。

联系人：杨经理18250923612，地址：宁德市上

汽工业园区（三屿附近）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普工：100 人，初中，月薪 4500~8000 元，

18-43岁；2.叉车工：15人，初中，月薪 4500~8000
元，年龄18-35岁；3.焊工：10人，初中，月薪4500~
8000 元，18-45 岁；4.文员：2 人，大专，女，月薪

4000~5000；5.实验员：1人，大专以上，汽车相关专

业，男，月薪5000~8000元，18-40岁。

联系人：朱女士，联系电话：0593-2862238、

15259372593（微信同号），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

都三屿上汽工业园蕉安路2号

宁德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操作工：10人，18-40岁，初中，月薪 3500~

5500元；2.激光切割操作工：6人，初中，月薪3500~
6000元，22-45岁；3.质检员：2人，1年以上QA/
QC 工作经验，中专，月薪 3500~6000 元，20-40
岁；4.模具钳工：3 人，初中，有钳工基础，月薪

3500~7000 元，18-50 岁；5.模具工程师：1 人，大

专，月薪 5000~8000元；6.质量工程师：1人，大专，

月薪4500~6000元，20-45岁；7.设备工程师：2人，

大专，月薪 5000~8000元，20-45岁；8.设备科长：1
人，大专，月薪 8000~10000元，20-45岁；9.项目经

理：1人，大专，1年以年汽车行业项目经验，月薪

5000~80000元，20-45岁；10.人事行政专员：2人，

大专，月薪 4000~6000元，20-35岁；11.班组长：3
名，高中，熟悉汽车行业或从事现场管理工作2年

以上，月薪5000~8000元，20-45岁。

联系人：杨女士，联系电话：19996835528，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三屿新区内 104国道东

侧蕉安路1号（上汽北门对面）

赛科利（宁德）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1.操作工：20-45 岁，40 人，月薪 4500~7500

元；2.电焊工：20-45岁，5人，月薪5500~8500元；3.
叉车工：20-45岁，5人，月薪5500~7500元；4.数据

员：20-45岁，5人，月薪5500~6500元。公司福利：

免费住宿，免费工作餐，班车接送。

联系人：13817992686 马经理（微信同号），

工作地点：宁德市蕉城区七都上汽工业园焦安

路 3号

津照汽车零部件（宁德）有限公司
1.保洁若干名：月新 2200~3000 元，35-50

岁；2.普工若干名：初中，月薪 4000~8000 元，

18-50岁。

联系人：陈女士，联系电话：13576476335，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宁海路6号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1.操作工：15人，4000~6500元/月，18-45岁，

初中；2.焊接工程师：1人，3500~6500元/月，本科，

熟练使用CATIA或UG绘图软件；3.采购工程师：

1人，4000~7000元/月，大专，机械相关专业，两年

采购工作经验；4.机修工：2人，4000~6000元/月，

中专，有电工证者优先，一年工作经验；5.检验员：

2人，4000~6000元/月，18-40岁，中专；6.质量工

程师：1人，4000~7000元/月，大专，机械、汽车相

关专业；7.销售工程师：1人，4000~6000元/月，大

专；8.焊工：2人，7000~12000元/月，18-45岁，初

中，有焊工证。

联 系 方 式 ：张 小 姐 0593-6169776、
18350305003，工作地点：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

发区福宁北路28号

宁德市腾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电话销售：1人，月薪 3000~10000元，18-35

岁；2.销售经理：1人，中专，3500元/月，25-45岁；

3.文员：5人，3000~10000元/月，20-35岁；4.网络

销售：1人，3000~10000元/月，18-35岁。

联系人：阮经理13509599310，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宁川南路古溪村对面汉腾汽车4S店

宁德市都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销售内勤：2 人，大专，3000~4000 元/月，

20-40岁；2.技术学徒员：高中，2500~3500元/月，

18-40岁；3.IT智能化技术员：高职，电子网络专

业，初级职称，4500~10000元/月，20-48岁。

联系人：马忠明 0593-2697766，地址：宁德市

蕉城区宁川路立业大厦F幢101

宁德利嘉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40人，初中，4000元/月，18-45岁。

联系人：刘晓玲19805931227，地址：宁德市财

富广场C区110-111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业务助理：本科，英语口语流利，4500~8000

元/月，20-35岁；2.普工：50人，4000~6000元/月，

20-55 岁；3.保洁：2 人，4500~6000 元/月，30-50
岁；4.成本会计：2 人，大专，财会类专业，4500~
5500 元/月，28-40 岁；5.货车司机：2 人，初中，

6000~8000元/月，25-45岁；6.NC技术员：5人，中

专，3000~5000元/月，20-45岁。

联系人：林小姐18859629586，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漳湾镇疏港路168号

宁德冠云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行李员：2人，中专，3000~3500元/月，20-35

岁；2.客房服务员：1 人，初中，2500~3500 元/月，

35-45岁；3.收银员：1人，高中，3000~3500元/月，

18-35 岁；4.餐厅服务员：5 人，初中，3000~3500
元/月，18-40 岁；5.餐厅领班：1 人，初中，3000~
4000 元/月，20-45 岁；6.大堂经理：1 人，大专，

3500~5000元/月，22-35岁；7.前台接待员：1人，

大专，3000~5000 元/月，18-35 岁；8.餐厅经理：1
人，大专，5000~6000元/月，20-45岁。

联系人：宋经理，联系电话：0593-7188821，地
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新港路6号冠云大厦5楼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1.暖通工程师：2人，大专，制冷、热能专业，技

师，8000~10000元/月，25-45岁；2.弱电工程师：2
人，本科，楼宇自动化专业，中级职称，10000~
20000元/月，25-40岁；3.电梯工：2人，机电专业，

4000~6000 元/月，20-45 岁；4.EHS 工程师：3 人，

本科，安全专业，中级职称，6000~8000 元/月，

25-40岁；5.电气工程师：5人，本科，机电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专业，高级职称，10000~20000元/月，

30-45岁；6.电工：20人，机电一体化专业，4000~

7000元/月，18-45岁。

联系人：林小姐 0593-2838999，地址：宁德市

蕉城区漳湾镇（新能源）

福建省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普工：100人，月薪 4000~6000元，18-52岁；

2.电工：1 人，持有电工证，月薪 4000~6000 元，

22-50岁；3.锅炉工：2人，持有锅炉证，月薪4000~
6000 元，20-50 岁；4.制冷工：1 人，初中，月薪

4000~6000元，20-50岁；5.在线品控：2人，高中，

月薪 3000~4000 元，18-45 岁；6.采购员：1 人，大

专，月薪 3000~4000元，22-45岁；7.统计：1人，初

中，月薪3000~4000元，22-45岁。

联系人：薛女士 0593-2727056，地址：宁德市

蕉城区漳湾工业园区路口南阳食品厂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设备技术员（电工）：2人，初级职称，5500~

8000元/月，18-50岁；2.设备技术员（机修工）：3
人，5000~8000 元/月，18-50 岁；3.工艺工程师：4
人，大专，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电化学、冶金

专业，2500~5000元/月，18-45岁；4.品质工程师：4
人，大专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2500~5500
元/月，18-45岁；5.设备技术员（电器）：1人，6000~
8000元/月，18-50岁；6.助理/安环工程师：2人，

4000~4500元/月，18-35岁。

联系人：邱小彬18033903654，地址：宁德市古

田县大甲镇大甲工业园16-1

福建蓝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电气技术员：3人，中专，4000~10000元/月，

22-50岁；2.人事行政助理：2人，大专，4000~4500
元/月，22-37岁；3.锅炉工：2人，高中，5000~7000
元/月，22-50 岁；4.行政前台：1 人，中专，3500~
4500元/月，22-36岁。

联系人：吴小姐18150873173，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东侨经济开发区友晟工艺制品办公大楼6楼

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在疫情允许情况下

适时恢复举办每月 10日、25 日上午 9∶00—
11∶30的常态化招聘会。招聘会由宁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其余时间企业招聘和个人求职请到市人力
资源市场服务窗口办理，市人力资源市场对招
聘单位和求职个人全部免费服务。

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免费为宁德市企业在

《海峡人才报》开设宁德招聘专版，每月一期，同
步发布每月25日招聘会的参会企业招聘信息和
每月10日招聘会的部分参会企业招聘信息。

《海峡人才报》每期发行量10万份，国内统
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5-0053。鉴于该报每周
三发行，请有意向的企业提前预定招聘会展位
并上传完整岗位招聘信息。咨询电话：
0593-2960199。

宁德市人力资源线上招聘会参会企业岗位信息
【信息三周有效】

主 办：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举办时间：每月10日、25日 上午9∶00—11∶30

举办地点：宁德市蕉城南路48号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网络支持：宁德市人力资源网http：//rlzysc.ndhrss.gov.cn

中国海峡人才网宁德频道http：//nd.hxrc.com

本报讯 8月28日，第三届“创响福
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2020年“创
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福建省
区域赛全省总决赛，在福州落下帷幕。

本届大赛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配置资金链”为主题，共987个项目参
赛，参赛项目数同比去年上涨一倍，经过
层层选拔，企业组前 17名、创客组前 13
名晋级全省总决赛。决赛中，参赛选手
分为企业组、创客组依次路演项目，最终
集成电路用旋涂碳光刻胶材料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荣获企业组一等奖、Holotable
全息显示桌面项目荣获创客组一等奖。

今年大赛增设4个特别奖。通过在
线视频征集、线上投票等方式，评出“最

具创意奖”和“最具人气奖”项目，光储
充检智能微网系统项目获得“最具潜力
黑马奖”，全球领先的捕食螨生物防控
技术项目获得“最具社会责任奖”。中
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作为协办
单位，为本次大赛征集 70 多个参赛项
目，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又讯“这个项目核心是‘航空+’AI
智能决策开发平台，集聚无人机接入大
师模块、5G数据传输模块、数据融合模
块、AI智能识别模块和多行业应用工具
包模块等5大功能。”8月26日，“2020年
福州市‘创响鼓楼’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项目路演在福州软件园F区 7号楼一楼

创咖大厅举行 ，一号选手自信登场，流畅
地介绍着他所致力研发的“基于 5G的

‘航空+’AI智能化应用及产业化”项目。
大赛以“激发创新潜力、促进创业

就业”为主题，由福州市鼓楼区政府、中
国海峡人才市场联合主办，福州市鼓楼
区人社局、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福州分部承办，
通过聚集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创业
要素，为中小企业和创客搭建交流展
示、产融对接、项目孵化的平台，催生新
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进一步
激发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热情，吸纳更
多优秀学子集聚鼓楼，充分释放创业带
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此次大赛征集参赛项目面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自今年 7月启动以
来，共有107个项目报名，经过专家初评
遴选，20个项目晋级决赛，其中企业组
10个，创客组10个。

决赛采取企业组线下路演和创客
组线上路演，参赛企业、团队进行 7 分
钟项目展示、3 分钟项目答辩，展现创
新创业成果。项目评审专家围绕项目
的技术性、创新性、商业模式、财务分
析、未来规划等要素进行现场评分及点
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全球领先的捕
食螨生物防控技术”项目获企业组一等
奖，“子曰学院”项目获创客组一等奖。
获奖项目最高可获得 1 万元或办公场
地免租金奖励，以及宣传展示、创业培
训、投融资服务、落地入驻园区等一系
列配套服务，同时直接获得第三届“创
响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区域选拔赛复赛
资格。 （记者 张寅）

本报讯 记者获悉，为坚决杜绝拖欠、克扣
农民工工资现象，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劳动关
系领域风险防控机制，实施劳动关系监 测、劳动
关系预警等制度，根治欠薪取得明显成效。目
前，福州市被列为部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
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全省有6个工业园区、40家
企业被评为全国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与和谐
企业；73个工业园区、1430家企业、32个乡镇、23
个街道被评为省级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和
谐企业、和谐乡镇（街道）。

同时，我省严格实施欠薪失信联合惩戒，实
行“一票否决”，将欠薪问题纳入住建、交通运
输、铁路、通信等建设领域信誉考评范围。上半
年，全省公布30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5家
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列入“黑名单”。

我省还将根治欠薪工作纳入对各地市的
综治考评、绩效考评和党政班子考评，将落实
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处置欠薪案件等作为主要
考核指标，全方位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主体责
任和属地责任。2019年冬季攻坚行动期间，全
省检查用人单位7894户，为9595名劳动者追发
工资等待遇1.3亿元。

今年1月，省人社厅、公安厅联合建立讨薪
纠纷警情应急协调处置联动机制，形成讨薪纠
纷警情定期通报、互联共享、联动处置、案件移
送长效机制。上半年，全省各级人社部门移送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13件，公安机
关立案 11件，涉及欠薪金额 241.14万元、涉及
劳动者189人。 （本报记者）

我省根治农民工欠薪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