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时尚与

文化的代名词，其

制作不仅是一种技

艺的呈现，更是一

种文化的诠释。随

着 饮 品 日 益 多 样

化，咖啡逐渐与时

尚现代生活融合，

不断带动咖啡消费

量的增加，形成巨

大消费潜在市场。

咖啡师，作为

熟悉咖啡文化、制

作方法及技巧的专

业服务人员，也渐

成一种职业进入人

们 视 线 并 备 受 推

崇。据了解，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

一线大城市，咖啡

师每年市场缺口在

2万人左右，好的咖

啡 师 一 般 薪 金 不

菲，且有众多追随

者。

本着做一杯好

咖啡，造一种文化

的理念，福建省人

才培训测评中心特

邀蓝山咖啡第一人

——楼波先生，为

咖啡及咖啡文化爱

好者，常年开设咖

啡师培训课程。

0591-87668582

18950242455 林老师

咨询电话

制一杯咖啡
造一种文化

喝茶讲究安静

的环境，常处于这

种环境中会给人一

种 心 旷 神 怡 的 感

觉，有助于使人静

心神、修身性，感觉

自身沉浸在厚重文

化氛围之中，使浮

躁的心态逐渐变得

平和、安静。

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自 2017
年以来，已成功举

办多期中高级茶艺

师、评茶员培训，旨

在通过专业的培训

学习，让学员们既

能熟练掌握茶艺、

品茶的技巧，又能

深入了解拥有悠久

历 史 的 中 国 茶 文

化。在提升个人的

气 质 和 涵 养 的 同

时，又能获得国家

承认和紧缺的茶艺

师、评茶员职业资

格证书，为自己的

人生添上鲜艳的一

笔。

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常年面

对社会开展茶艺师、

评茶员培训，对已通

过培训考取证书后

的学员免费推荐就

业。

0591-87668582、
13960889936 林丹
18706026710 占鑫怡

咨询电话

静心静心
品一杯香茗品一杯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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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员：10人，大专，6000~8000元/

月，20—40 岁；设备技术员：30 人，高中，

6000~8000 元/月，20—40 岁；品质组长：20
人，高中，6000~8000元/月，20—40岁；生产

组长：30人，高中，6000~8000元/月，20—40
岁；初级生产技术员：100 人，大专，5500~
7000元/月，18—40岁；技术工人：150人，高

中，5000~6000元/月，18—40岁；作业员：300
人，初中，4500~5500元/月，18—40岁；质检

员：30人，大专，5500~7000元/月，18—40岁；

检验员：30 人，大专，专业：机械类，5500~
7000元/月，18—40岁；设备维护员：20人，大

专，5500~7000元/月，18—40岁。联系人：王

沁 0593—2582280，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

镇新港路1号。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接待：5人，大专，4000~5500元/月，

20—35 岁；统计员：40 人，中专，3500~5000
元/月，20—35 岁；文员：5 人，大专，3000~
5500元/月，20—35岁；会计：10人，本科，专

业：财会专业，职称：初级，4000~6000元/月，

20—35岁；机械工程师：3人，高中，专业：机

电相关专业优先，职称：中级，6000~20000
元/月，25—45岁；电气工程师：5人，高中，专

业：电气相关专业，职称：中级，6000~20000
元/月，25—45 岁。联系人：周其龙 0593—
6600550，地址：福安市湾坞镇湾坞工贸区。

福建青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电焊工：10人，5000~7000元/月，20—45

岁；文员：5人，大专，4000~6000元/月，20—
35岁；装卸工：30人，初中，4000~6000元/月，

20—40岁；安全员：3人，大专，职称：初级，

5000~8000元/月，20—40岁；验收员：10人，

初中，4000~6000 元/月，18—40 岁；会计助

理：本科，专业：财务专业，职称：初级，4000~
6000 元/月，20—40 岁。联系人：陈巧颖

0593—6600126。
单证员：10人，大专，专业：国际贸易、物

流管理专业，4000~7000元/月，20—35岁；外

贸员：8人，本科，专业：国际贸易或商务英语

专业，4000~6000元/月，20—35岁；物资管理

员：3人，大专，专业：物流管理专业，4000~
6000元/月，20—40岁；仓库管理员：10人，高

中，4000~6000元/月，20—40岁。联系人：王

胤 0593—6600126，地址：福安市湾坞镇青拓

工业园永青集团海外招聘处。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冶金实验员：9人，中专，4000~5500元/

月，20—30岁；机修技术员：9人，初中，4000~
6000元/月，20—35岁；铲车驾驶员：9人，初

中，职称：初级，4000~6000元/月，20—40岁；

化学工程师：6 人，本科，专业：化工专业，

4500~6000元/月，20—30岁；机械工程师：6
人，本科，专业：工科专业，4500~6000元/月，

20—35岁；电气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电

气、机电、自动化、电力等专业，4500~6000
元/月，20—35岁；资讯工程师：6人，本科，专

业：计算机专业，3500~4500 元/月，20—35
岁。联系人：林先生 0593—8928123，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闽海路88号（联德公司

公交站点）

福安市森林消防大队
消防员：30人，4000~5000元/月，18—26

岁。联系人：王善义 17600426889，地址：福

安市坂中乡湖扣村富春大道21号。

福建普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注册会计师：大专，专业：会计，5000~
10000 元/月，20—40 岁；审计助理/审计专

员：专业：会计，3000~6000 元/月，20—30
岁。联系人：阮女士 15059316888，地址：宁

德市富春西路8号2幢1梯1504室。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大专，财务专业，职称：初级，

3000~3500元/月，20—38岁；物流操作员：20
人，高中，2500~4000元/月，20—30岁；驾驶

员：20人，初中，4000~8000元/月，25—45岁；

搬运工：20人，3000~5000元/月，25—48岁；

营业员：20人，高中，专业：物流专业，3000~
4000元/月，20—35岁；人事行政专员：3人，

高中，专业：人力资源专业，3000~3500 元/

月，25—33岁；办单员：20人，高中，专业：物

流专业，3000~4000元/月，20—35岁。联系

人：黄先生 0593—2993288，地址：宁德、福

州、省内、省外。

安吉智行物流（福建）有限公司
规划工程师：大专，4500~6000 元/月，

22—45岁；数据员：4人，大专，3500~5000元/
月，22—45 岁；商务专员：大专，4500~6000
元/月，22—45岁；采购工程师：本科，4500~
6000元/月，22—45岁；安全工程师：大专，专

业：安全管理等专业，4500~6000元/月，22—
45 岁；上汽工业园叉车司机：20 人，初中，

3500~6000元/月，18—45岁；生产操作工：50
人，中专，4000~6000元/月，18—40岁。联系

人：王老师 13559003590，地址：宁德市上汽

工业园区（三屿附近）。

宁德阿李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工程师：本科，电子相关专业，

6000~10000元/月，25—45岁；成本会计：大

专，专业：会计，3500~5000元/月，24—35岁；

PMC 主管：大专，5000~8000 元/月，25—45
岁；品质工程师：大专，专业：电子专业，

6000~10000元/月，25—45岁；叉车司机：职

称：初级，3500~6000 元/月，25—45 岁；QC
测量员：40人，4000~6000元/月，18—40岁。

联系人：陈小姐 19905039682，地址：宁德市

东侨经济开发区疏港路9号、12号。

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检查员：10人，初中，4500~6000元/月，

18—45岁；分切员：10人，4500~6000元/月，

18—45岁；叉车工：初中，持有叉车证，4500~
6000元/月，18—45岁；捆包员：10人，初中，

4500~6000元/月，18—45岁。联系人：罗小

姐 0593—2863888，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

发区金湾路漳湾工业园区安波电机厂内 1
号。

宁德安信化工有限公司
外贸跟单员：3人，大专，3500~6000元/

月，20—50岁；业务经理/代表：6人，大专，

3000~8000元/月，20—45岁；跟单员：3人，中

专，3000~5000元/月，16—45岁；文员：6人，

3500~6000元/月，40—20岁。联系人：王先

生 17318368789，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支提路1号金太阳众创空间3层。

宁德丹诺西诚科技有限公司
产线操作员：15人，初中，3500~5000元/

月 ，18—45 岁 。 联 系 人 ：郑 斌 0593—
8921550，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三屿上

汽工业园建设路10号。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帐务员：4人，高中，专业：会计、统计，

2500~4500元/月，20—40岁；质量工程师：5
人，大专，专业：机械、模具类专业，3500~
5000元/月，22—40岁；统计员：3人，中专，

3000~5000元/月，18—40岁；叉车工：5人，初

中，3500~5000元/月，18—40岁；普工/操作

工：300 人，初中，4500~6000 元/月，18—40
岁；机修工：6人，大专，专业：机电一体化电

气方向或电气自动化，4500~6000 元/月，

23—45岁；三坐标检测员：大专，5000~7000
元/月，20—45岁；设备工程师：大专，专业：

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电气技术）或电气

方向，4500—8000 元/月，25—40 岁。联系

人：王小姐 0593—2862238，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闽东中路海滨一号2栋1梯1803。

宁德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质检员：初中，2500~5000元/月，18—40

岁；返修工：初中，2500~5000元/月，18—40
岁；仓管员（兼叉车）：高中，3000~5000 元/
月，25—45 岁；车间主任：大专，3000~6000
元/月，25—45 岁；激光切割操作工：初中，

2500~5000元/月，18—40岁。联系人：秦瑕

18221362520，地址：宁德市金域兰湾A区 6
号楼。

宁德银典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文员：3人，大专，3500~4500元/月，21—

35岁；采购专员：3人，大专，4000~4500元/
月，21—45岁；机电学徒：10人，高中以上，职

称：中级，3500~6000元/月，18—45岁；人事

专员：3人，大专，专业：人力资源，3000~4500
元/月，18—50 岁；保安主管：大专，4500~
6000元/月，18—50岁；技术员：5人，初中，

3500~5000 元/月，18—45 岁；电工：5 人，初

中，4000~6000元/月，18—45岁；保安：5人，

初中，3500~4500元/月，18—40岁。联系人：

曾小姐 0593—2773518，地址：宁德漳湾新港

路1号。

宁德市都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大专，3000~4000元/月，20—

40岁；IT智能化技术员：高职，专业：电子网

络，职称：初级，4500~10000 元/月，20—48
岁；技术学徒员：5 人，高中，2500~3500 元/
月，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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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品质管理工程师：本科，5000~7000元/

月，20—35岁；工艺工程师：3人，本科，5000~
7000元/月，20—35岁；化验员：10人，高职，

4000~5000元/月，18—35岁；分析工程师：本

科，专业：化学、金属材料相关专业，5000~
7000元/月，20—40岁；普工/操作工：30人，

初中，5000~7000元/月，19—45岁；管理推进

专员：本科，专业：行政管理专业，5000~7000
元/月，20—35 岁；储备干部：本科，5000~
7000 元/月，20—40 岁。联系人：吴先生

0593—8920082，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

区工业路27号。

宁德时代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工程师：大专，4000~8000元/

月，25—50岁；技术部文员：中专，3000~4000
元/月，22—30岁；实验员：高职，3500~7000
元/月，22—40岁；工艺工程师：大专，4000~
8000元/月，22—40岁；采购员：大专，3500~
4500元/月，22—40岁；人事行政专员：大专，

3500~4500元/月，22—30岁。联系人：陈家

炎 13850305760，地址：宁德市蕉城区疏港路

118号。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仓管：3人，初中，4500~7000元/月，18—

40岁；普工：50人，4000~6000元/月，20—55
岁；成本会计：大专，专业：财会类，4500~5500
元/月，28—40岁；货车司机：初中，6000~8000
元/月，25—45岁；业务助理：本科，英语口语

流利，4500~8000元/月，20—35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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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客户经理：3人，本科，4000~6000元/月，

18—30岁；客户服务经理：本科，4000~6000
元/月，18—30 岁。联系人：刘女士 0593—
2511811，地址：宁德市闽东中路32号联信财

富广场B1幢1—2层。

宁德市蔡氏水产有限公司
深加工部·普工：120 人，可上岗培训，

3000~5000元/月，18—55岁；生鲜部普工：80
人，可上岗培训，3000~4000 元/月，18—55
岁。联系人：许玉康 18650556519，地址：宁

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标准化厂

房11#厂房。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EHS 工程师：3 人，本科，安全专业，职

称：中级技能，10000~20000 元/月，25—40
岁；暖通工程师：大专，制冷、热能专业，职

称：技师，8000~10000 元/月，25—45 岁；电

气工程师：5人，本科，机电一体化、电气自

动化专业，职称：高级技能，10000~20000
元/月，30—45岁；电工：20人，初中，专业：

机电一体化，4000~7000 元/月，18—45 岁；

弱电工程师：本科，专业：楼宇自动化专

业，职称：中级技能，10000~20000 元/月，

25—40 岁；电梯工：初中，机电专业，4000~
6000 元/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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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员：3 人，高中，3000~4500 元/月，

18—50 岁；在线品控：高中，3000~3500 元/
月，18—45 岁；文员：大专，3000~4000 元/
月，22—45 岁；锅炉工：3500~6000 元/月，

20—50 岁；氨机：初中，3500~6000 元/月，

22—45 岁；普工：30 人，4000~6000 元/月，

18—50 岁 。 联 系 人 ：薛 孟 鑫 0593—
272705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琼堂

村国道路 56号。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内页资料员：高中，操作 CAD，3000~

4000元/月，20—35岁；安全员：5人，高中，安

全员 C 证，职称：初级，3500~6000 元/月，

25—40岁；部门经理：5人，大专，相关资质证

书，职称：高级，6000~10000 元/月，35—45
岁；施工员（工程师）：3人，大专，一级消防师

证，职称：高级，6000~10000 元/月，30—40
岁；水电工：5人，初中，相关工作证件，4000~
6000元/月，25—45岁；文员：5人，高中，熟练

操作办公软件，3000~4000元/月，25—40岁；

跟单员：5 人，高中，办公软件操作，3000~
4000元/月，25—40岁；施工员（消防）：5人，

大专，CDA，3500—5000元/月，30—40岁；质

量员：5人，高中，QA/AC，3500~5000元/月，

25—40岁；一级建造师：5人，大专，专业：一

级建筑师，职称：高级，6000~10000 元/月，

35—45 岁；预算员：5 人，大专，熟练操作

CDA，3000~5000 元/月，25—35 岁；暖通设

计：5人，大专，CAD，4000~6000元/月，25—
40岁；仓管员：高中，专业：2年以上工作经

验，3000~4000元/月，25—40岁；保洁：专业：

吃苦耐劳，1500~2000元/月，35—45岁；证件

管理：5人，高中，专业：一年以上文职工作优

先，3000~4000元/月，20—40岁；消防维保：5
人，高中，专业：消防维保经验，3000~5000
元/月，25—40 岁；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3
人，大专，专业：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职称：

高级，6000~10000 元/月，30—40 岁。联系

人：陈先生 18859318987，地址：宁德市东侨

经济开发区福宁北路5号（海天水岸阳光）15
幢17—18层1704室。

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装配工：10人，3000~5000元/月，28—40

岁；技术文员：中专，3500~5000元/月，28—
35岁；仓管：3500~5000元/月，30—45岁；出

纳（工业企业）：大专，3500~5000元/月，30—
40岁；报价员、标书制作员、生产助理：6人，

大专，电气专业，3500~5000 元/月，30—40
岁；品管员：大专，电气专业，职称：高级，

3500~5000元/月，30—45岁，设计工程师：大

专，电气专业，4000~5000元/月，28—45岁。

联系人：王小姐 0593—2518955，地址：宁德

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同德路1号。

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审计专员：本科，专业：审计/会计/法

律，职称：中级，3500~4500元/月，22—35岁；

质检员（QC）：本科，专业：食品/药学，职称：

中级，3500~4500元/月，25—40岁；制剂研发

员：本科，专业：药学/药物制剂，职称：中级，

4000~8000元/月，25—40岁；虫草菌研发员：

本科，专业：植物保护、微生物学，职称：中

级，4000~6000元/月，25—40岁；固体饮料研

发员：本科，专业：食品或相关专业，职称：中

级，4000~8000 元/月，25—40 岁；机械维修

工：大专，专业：机械类，职称：技师，3000~
4500元/月，22—45岁；中兽药研发员：本科，

专业：动物营养、畜牧兽医、药学、中药学、制

剂学，职称：中级，4000~6000元/月，26—45
岁；冬虫夏草菌研究助理：本科，专业：农学/
植物学，4500~6000元/月，25—45岁；制剂研

究员：本科，专业：生物工程/制药/食品，

6000~8000元/月，28—45岁；农业技术经理：

大专，专业：农学/种植学/栽培/园艺，7000~
10000元/月，27—45岁；质监员（QA）：本科，

专业：药学/食品，3500—5500元/月，25—45
岁；商务接待：3人，大专，3000~3500元/月，

22—30岁；菌研究员：3人，本科，专业：药学、

食品及生物专业，3000~6000 元/月，22—36
岁；培训讲师：大专，6000~10000元/月，25—
45 岁。联系人：老魏 0593—2928155、小冯

0593—2821008，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国宝路36号。

福建省福宁浦明胶有限公司
锅炉工：3人，5000~8000元/月，25—50

岁；生产操作工：8 人，初中，3500~6000 元/
月，20—40 岁；生产技术员：15 人，大专，

5000~7000元/月，20—30岁；化验员：大专，

专业：食品、药品、化学相关，3500~5000元/
月，20—35岁；生产主管/经理：3人，大专，专

业：食品、药品、化学相关，6000~20000 元/
月，28—45岁；设备主管：大专，专业：机械设

备相关，8000~20000元/月，25—40岁。联系

人：许女士 0593—8622890，地址：霞浦县牙

城镇温浦路1—10号。

福建众智达远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工程师：大专，专业：计算机专

业，3500~8000元/月，22—40岁；销售助理：

大专，专业：大专，2500~4000元/月，22—35
岁；软件服务工程师：5人，大专，专业：计算

机及相关专业，3000~6000元/月，22—35岁；

客户经理：6 人，大专，3000~10000 元/月，

22—35岁。联系人：陈小姐 15859309310，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福宁南路 6号中益环球广

场写字楼1301—1302。

宁德凯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操作工：200 人，有工作经验佳，4500~

6000 元/月，18—50 岁；CNC 编程：4 人，高

职，工程机械、数控编程等专业，5000~
10000元/月，18—40岁；IE工程师：4人，大

专，工业工程、机械自动化专业优先，5000~
10000元/月，18—40岁；NC编程：专业：机

电一体化，职称：中级，5000~7000 元/月，

20—40 岁；成本会计：大专，专业：会计电

算化，职称：中级，5000~6000元/月，25—40
岁；品检员：30 人，高职，3500~5000 元/月，

18—40 岁；品质测量员：4 人，高职，专业：

机电一体化，4000~6000 元/月，20—40 岁；

品质售后：30人，高职，1年以上工作经验，

4500~6000 元/月，18—40 岁；数控车床：4
人，大专，5000~8000 元/月，18—40 岁；外

联文员：大专，专业：文秘，3500~4500 元/
月，20—35岁；铣床师傅/学徒：2人，专业：

机电一体化，职称：初级，5000~7000元/月，

20—45 岁；业务员：20 人，大专，4500~6000
元/月，18—40岁；自动焊学徒：3人，专业：

机电一体化，职称：初级，4500~6000元/月，

20—45 岁。联系人：陈女士 19905036990，
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东侨经济开发区金湾

路 2号。

宁德市海鸿水产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6 人，大专，专业：英语，

5000~10000元/月，20—40岁。联系人：张妙

莲 13046937999，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林聪路15号。

宁德市中绿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预 算 人 员 ：大 专 ，3000~4000 元/月 ，

24—45岁；施工员：3人，大专，专业：市政工

程，4000~5000 元/月，24—45 岁；园林设计

人员：大专，3500~4500元/月，25—45岁；人

事专员：大专，3000~3500元/月，24—35岁；

水车司机：4000~4500 元/月，30—55 岁；保

安：20人，2500~3000元/月，30—55岁；高压

电工：4000~4500 元/月，30—55 岁；小车司

机：3000~3500元/月，30—55岁；绿化工：20
人，3000~4000 元/月，30—50 岁。联系人：

周夏燕 18650588702，地址：宁德市东侨开

发区南湖滨路 1号南岸公园管理房。

宁德微海商贸有限公司
出纳：3000~4000 元 /月，20— 35 岁；

市 场 策 划 ：大 专 ，3000~5000 元 /月 ，

22— 40 岁 ；销 售 顾 问 ：3000~10000 元 /
月 ，22— 45 岁 ；人 事 行 政 经 理 ：5000~
7000 元 /月 ，25— 55 岁 。 联 系 人 ：林 李

栋 1814600076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飞

鸾镇飞鸾街东区 81 号 201 室。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销售工程师：1人，大专，5000~10000元/

月，24—40岁；行业开发工程师：8人，大专，

5000~10000 元/月，24—40 岁。联系人：李

静 15060062440，地址：宁德市东侨开发区观

云轩2栋305室。

宁德神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经理：3 人，中专，3000~10000 元/

月，20—33岁；销售经理：18人，中专，4000~
8000 元/月，20—30 岁；网销经理：中专，

3000~10000 元/月，20—33 岁。联系人：米

娅 18701827794，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龙威经贸广场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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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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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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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