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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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一杯咖啡制一杯咖啡
造一种文化造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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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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公安局
警务辅助人员：70人，高中，3500~4500

元/月，18—35 岁。联系人：叶女士 0593—
2972355，地址：宁德市蕉城南路67号。

上汽集团福建分公司
生产操作工：100 人，中专，专业：工科

类，3500~5500元/月，18—28岁。联系人：李

先生 0593—8999032，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

都镇三屿村。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
质检员：20人，高中，3500~5000元/月，

20—35岁。仓库管理员：10人，高中，3500~
4500元/月，20—30岁。电气工程师：5人，高

中，专业：电气专业，中级技能，6000~20000
元/月，25—45 岁。统计员：40 人，中专，

3500~5000元/月，20—35岁。机械工程师，

高中，中级技能，6000~20000 元/月，25—45
岁。普工：1000人，初中，4000~6000元/月，

20—40岁。会计：10人，本科，专业：财会专

业，初级技能，4000~6000元/月，20—35岁。

文员：5 人，大专，3000~5500 元/月，20—35
岁。电工：100 人，初中，6000~8000 元/月，

20—48岁。联系人：周其龙0593—6600550，
地址：福安市湾坞镇湾坞工贸区。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20人，大专，6000~8000元/

月，16—60岁。品质组长：20人，高中，6000~
8000元/月，16—60岁。生产组长：20人，高

中，6000~8000元/月，16—60岁。设备技术

员：20 人，初中，5000~7000 元/月，16—60
岁。普工：300人，5000~7000元/月，16—60
岁。联系人：陈晨 0593—2582738，地址：宁

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1号。

厦门建发公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福州分公司

物业经理，大专，6000~8000元/月，25—
35 岁。工程技工，中专，3000~4000 元/月，

20—45 岁。工程主管，大专，中级技能，

4000~5000 元/月，25—45 岁。市场拓展主

管，大专，3000~5000元/月，25—35岁。联系

人：林丽蓉 15259109858，地址：宁德市蕉城

区宁德市政府。

安波电机（宁德）有限公司
检验员，初中，初级技能，3500~4500元/

月，20—45岁。储备干部，中专，专业：机械、

机电、数控，4000~5000元/月，18—35岁。外

贸业务员，大专，中级技能，4000~10000元/
月，20—45 岁。配工：10 人，4000~5500 元/
月，20—45岁。联系人：吴俊光 2356222，地
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普工/操作工：30 人，初中，5000~7000

元/月，19—45岁。分析工程师，本科，化学、

金属材料专业，5000~7000 元/月，20—40
岁。化验员：10人，高职，4000~5000元/月，

18—35岁。行政专员，大专，3500~7000元/
月 ，20—40 岁 。 联 系 人 ：余 小 姐 0593—
8920082，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工业

路27号。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1000人，初中，4500~7000元/

月，18—40岁。联系人：陈露18945970512，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宁德市交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安队长：5人，初中，3000~4500元/月，

20—45岁。保安人员：5人，初中，3000~4000
元/月，20—45 岁。保安人员：20 人，初中，

3000~4500元/月。20—45岁。联系人：吴秋

玉 15860285803，地址：宁德市闽东中路 35
号。

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讲师，大专，5000~8000元/月，25—

40 岁。商务接待，大专，3000~3500 元/月，

22—30岁。生物发酵，本科，专业：微生物，

4000~5500元/月，23—40岁。审计专员，本

科，专业：审计/会计/法律，中级技能，3500~
4500元/月，22—35岁。质检员（QC），本科，

专业：食品/药学，中级技能，3500~4500元/
月，25—40岁。制剂研发员，本科，专业：药

学/药物制剂，中级技能，4000~8000元/月，

25—40岁。固体饮料研发员，本科，食品专

业，中级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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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技能，4000~6000 元/月，25—40
岁。联系人：魏先生、小冯 0593—2821008，
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国宝路36号。

安吉智行物流有限公司
规划工程师，大专，4500~6000 元/月，

22—45岁。安全工程师，大专，专业：安全管

理专业等专业，4500~6000 元/月，22—45
岁。现场管理：6人，大专，4000~6000元/月，

22—45岁。质量工程师，本科，专业：生产管

理类，4000~6000元/月，24—40岁。销售，大

专，市场营销及其专业，4000~6000 元/月，

24—40 岁。采购工程师，本科，4500~6000
元/月，22—45岁。行政专员，本科，专业：行

政管理，4000~6000元/月，23—40岁。数据

员，大专，3500~5000元/月，22—45岁。联系

人：王老师 13559003590，地址：宁德市上汽

工业园区（三屿附近）。

北京金蓝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保安员：20人，初中，3500~5500元/月，

20—60岁。联系人：杨宇杰18596666220，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鹤峰中路62号。

福建宏扬达通建设有限公司
试验员，大专，2500~8000元/月，25—45

岁。安全员，高中，专业：电力、电气专业，

2000~4500元/月，20—38岁。驾驶员，高中，

2000~3500元/月，22—40岁。内业编制员：6
人，大专，2000~5500元/月，22—40岁。联系

人：陈女士 0593—2363599，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蕉城南路59号计量所二层。

福建加吉食品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大专，专业：食品工程，4000~

5000 元/月，25—40 岁。营销人员：5 人，大

专，专业：营销专业，3500~6000元/月，22—
35岁。仓管员，大专，专业：物流仓储，3500~
4000元/月，22—35岁。生产助理，大专，专

业：食品工程，4000~5000元/月，22—38岁。

联系人：张雅芳 15892107756，人事主管，

1589210775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东路

2号宝信行政公馆22栋1806室。

福建蓝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电工，中专，专业：电气，中级，

6000~8000元/月，20—55岁。驾驶员，初中，

中级，4500~7000元/月，20—55岁。土建安

全员，中专，专业：安全工程等，初级，4000~
7000元/月，20—50岁。安保员，初中，3000~
4000元/月，35—55岁。助理施工员：5人，大

专，土木工程专业，5000~8000元/月，23—50
岁。施工员，中专，工民建筑类专业，中级技

能，6000~10000元/月，23—45岁。报批建专

员，中专，建筑专业，初级技能，4000~7000
元/月，22—45岁。维修技术员，中专，电子

专业，中级，5000~7000元/月，2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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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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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车驾驶员：9人，初中，初级

技能，4000~6000元/月，20—40岁。机修技

术员：9 人，初中，4000~6000 元/月，20—35
岁。冶金实验员：9人，中专，4000~5500元/
月 ，20—30 岁 。 联 系 人 ：张 女 士 0593—
8928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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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质安员：20人，高中，有从事过建筑业专

职安全员或质量员，4000~7000元/月，22—
50 岁。仓管员，高中，2 年以上工作经验，

3000~4000元/月，25—40岁。跟单员：10人，

高中，专业：办公软件操作，3000~4000 元/
月，25—40岁。消防维保：10人，高中，有消

防维保经验，3000~5000 元/月，25—40 岁。

施工员（消防）：6人，大专，专业：CDA，3000~
5000 元/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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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仙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跟单，本科，专业：英语 6 级，

3000~4000 元/月 ，24—45 岁 。 车 间 操 作

工：12 人，高职，4000~6000 元/月，20—55
岁。统计员，高职，3500~4500 元/月，24—
45 岁。销售员：6 人，大专，专业：食品科

学、茶学、生物工程，5000~10000 元/月，

25—40 岁。研发工程师/研发助理：9 人，

本科，专业：食品或生物工程，初级，5000~
10000 元/月，24—45 岁。品控经理，本科，

专业：食品科学、茶学、生物技术，中级，

5000~7000 元/月，35—50 岁。销售总监，

大专，专业：食品工程、生物制药、市场营

销，10000 以上，30—50 岁。联系人：唐女

士 18150223369，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

镇疏港路 15号。

福建雅居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垃圾转运：5人，4000~5500元/月，18—

60岁。保洁：20人，3000~4000元/月，18—60
岁。联系人：刘唱 15892123442，地址：宁德

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东侨工业集中区加工标

准厂房#6号厂房2楼。

福建咏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主管，技校，3000~7000元/月，20—

35 岁。督导老师，大专，3000~6000 元/月，

18—35岁。篮球教练：5人，大专，2000~6000
元/月，18—30岁。体智能教师：10人，大专，

2000~6000元/月，18—30岁。联系人：刘老

师15159302235，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北

路14号新亚广场牡丹阁405室。

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仓管，3500~5000 元/月，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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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工程师，大专，电气专业，4000~5000元/月，

28—45 岁。文员，中专，3500~5000 元/月，

28—35岁。装配工：10人，3000~5000元/月，

28—40 岁。出纳（工业企业），大专，3500~
5000 元/月，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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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电气工程师：5人，本科，机电一体化、电

气自动化，高级，10000~20000元/月，30—45
岁。电梯工，初中，机电专业，4000~6000元/
月，20—45岁。暖通工程师，大专，制冷、热

能专业。技师，8000~10000 元/月，25—45
岁。电工：20 人，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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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毅鑫宁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驾驶员：5人，初中，A1证，6000~8000元/

月，25—50岁，联系人：翁女士 18950553830，
地址：宁德东侨经济开发区会展中心东馆二

楼（恒毅鑫宁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喵呜文化传媒（福建）有限公司
摄像师/摄像助理：12 人，4000~6000

元/月，18—35岁。星探运营：20人，中专，

5000~8000元/月，18—35岁。短视频编导：

6人，大专，6000~8000元/月，20—35岁。联

系人：谷经理 15811336293，地址：宁德蕉城

区中益环球家居广场中益蓝钻写字楼

801—802。
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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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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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普工：50 人，4000~6000 元/月，20—55

岁。仓管，初中，4500~7000 元/月，18—40
岁。成本会计，大专，专业：财会类，4500~
5500 元/月，28—40 岁。联系人：林小姐

1885962958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疏

港路168号。

上海得勤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保洁员：100人，2000~3500元/月，16—

60岁。现场主管：5人，大专，5000~6000元/
月，28—50岁。项目经理：5人，大专，6000~
7000元/月，30—50岁。调漆工，中专，3000~
3500元/月，18—40岁。行政人事，中专，专

业：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4000~4500元/
月，26—40 岁。油漆缺陷分析员 PDCS：7
人，中专，专业：化学，4500~5500元/月，26—
40岁。联系人：贾女士 13813004405，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上汽工业园上海得勤

项目部。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配送队长，高中，物流专业，4000~4500

元/月，20—38岁。人事行政主管，大专，人

力资源或专业，4000~5000 元/月，20—38
岁。办单员：20人，高中，物流专业，3000~
4000元/月，35—20岁。物流操作员：20人，

高中，2500~4000元/月，20—30岁。搬运工：

20人，3000~5000元/月，25—48岁。驾驶员：

20人，初中，4000~8000元/月，25—45岁。联

系人：林女士0593—2993193、黄先生0593—
2993288，地址：宁德、福州、省内、省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蕉城区支公司

综合优才主管：10人，大专，3000~10000
元/月，22—40 岁。职场助理，大专，2500~
5000元/月，22—35岁。综合金融客户经理：

10 人，高中，3000~10000 元/月，22—40 岁。

联系人：叶经理 18650580056，地址：宁德市

蕉城区中国人寿大楼。

宁德三行技研工贸有限公司
行政运营：大专，3000~4500元/月，22—

40 岁。采购助理，大专，专业：电气机械，

3000~5000 元/月，22—40 岁。销售代表：8
人，大专，专业：电气机械，3000~6000元/月，

18—40岁。联系人：肖女士13950582521，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单石碑生辉路32号。

宁德山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库房管理员，中专，4000~6000 元/月，

24—35岁。安全员，中专，4000~6000元/月，

20—35岁。采购主管，大专，6000~8000元/
月，25—40 岁。电气设计工程师，大专，专

业：电气、供配电等专业，初级，10000~20000
元/月，25—40岁。造价工程师，大专，初级，

10000~20000元/月，25—40岁。暖通设计工

程师，大专，专业：制冷/暖通/或专业，初级，

10000~20000 元/月，25—40 岁。机电/暖通

工程师，大专，专业：电气、暖通等专业，

8000~20000元/月，25—40岁。联系人：阮芳

鹤15659309696，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

区长青路一号。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
一修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跆拳道教练：6人，大专，3500~8000元/

月，20—35岁。馆长：6人，大专，3000~8000
元/月，20—35岁。客服（前台），高中，3000~
5000 元/月，20—35 岁。联系人：徐锦兴

15259305930，地址：宁德市体育中心田径场

东看台205。

宁德市蕉城区新启航文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运营主管，本科，高级技能，6000~

10000元/月，28—40岁。少儿英语教师，本

科，4000~8000元/月，22—35岁。少儿作文

教师，本科，4000~8000元/月，22—35岁。课

程顾问，大专，3500~5000元/月，20—38岁。

少儿作文教师，本科，4000~8000元/月，22—
35岁。少儿英语教师，本科，4000~8000元/
月 ，22—35 岁 。 联 系 人 ：张 老 师

18596662355，地址：宁德市东侨区坪塔西路

6号A幢3—C。

宁德市齐民农工商有限公司
车间操作工：40 人，3500~7000 元/月，

18—55岁。电商运营专员，大专，3000~8000
元/月 ，18—55 岁 。 联 系 人 ：吴 小 姐

18016795267，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农产品加工标准厂房10#厂房。

宁德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派送员（兼职）：12人，初中，1500~3000

元/月，18—45岁。仓管员，大专，3000~4500
元/月，18—45岁。快递员（收派员）：20人，

高中，3000~8000元/月，18—45岁。联系人：

郑先生 0593—2820901，地址：宁德市万安东

路5号鑫都佳苑A区1—101至106店面。

宁德市酸柠檬食品有限公司
招聘专员，大专，4000~5000元/月，23—

35 岁。外账会计，大专，专业：会计专业，

5000~6000元/月，23—40岁。储备干部：12
人，中专，3500~4500元/月，22—35岁。储备

店长：12人，中专，4000~6000元/月，22—35
岁。联系人：张女士 19996835819，地址：宁

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振兴路11号。

宁德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普工：10 人，4000~6000 元/月，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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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5000元/月，25—45岁。返修工，初中，

2500~5000元/月，18—40岁。质检员，初中，

2500~5000元/月，18—40岁。联系人：杨听

19906033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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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专员，大专，4000~4500元/月，21—

45 岁。人事专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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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5人，

初中，3500~4500元/月，18—40岁。文员，大

专，3500~4500元/月，21—35岁。机电学徒：

10 人，初中，中级技能，3500~6000 元/月，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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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司机，高中，

3500~4500 元/月，21—40 岁。保安：5 人，

4500~5000元/月，18—45岁。联系人：曾小

姐 0593—2773518、孙小姐 0593—2773518，
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1号。

宁德悦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仓管员，高中，3000~4000元/月，18—40

岁。储备干部：15 人，中专，3000~4000 元/
月，18—40 岁，联系人：尹媛 13476640339。
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南路10号。

三都港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外派业务员：15人，4500~10000元/月，

20—28岁。仓库理货员：5人，4000~4500元/
月，20—35 岁。物流储备干部：5 人，3000~
4000 元/月，20—30 岁。叉车司机：5 人，中

专，4500~5500元/月，20—40岁。联系人：陈

晓婧13559055162，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

路 31号城东花苑二期 5号楼 103室（经验产

所：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二都上村西区 3
号）。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物理教师：6人，本科，物理专业，

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地理教

师，本科，地理学专业，6000~20000 元/月，

22—35岁。高中政治教师，本科，政治学专

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生物

教师，本科，生物技术专业，5000~10000元/
月，22—32岁。高中化学教师，本科，化学专

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数学

教师：6人，本科，应用数学专业，6000~20000
元/月，22—35岁。初中数学教师，本科，应

用数学专业，5000~20000元/月，22—30岁。

初中英语教师：6人，本科，英语专业，5000~
20000元/月，22—30岁。初中语文教师，本

科，汉语言文学专业，5000~20000 元/月，

22—32岁。初中物理教师，本科，物理专业，

5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英语教

师：6人，本科，英语专业，6000~20000元/月，

22—35岁。高中语文教师，本科，汉语言文

学专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学业

规划师：6人，本科，4000元以上，22—32岁。

初中地理教师，本科，5000~10000 元/月，

22—32岁。初中生物教师，本科，生物技术

专业，5000~10000元/月，22—32岁。初中化

学教师，本科，应用化学专业，5000~10000
元/月，22—32岁。小学英语教师，本科，英

语专业，5000~10000元/月，22—32岁。小学

数学教师，本科，5000~10000 元/月，22—32
岁。小学语文教师：8人，本科，汉语言文学，

5000~10000元/月，22—32岁。前台行政总

助，本科，3000~5000元/月，22—28岁。高中

历史教师，本科，历史学专业，6000~20000
元/月 ，22—35 岁 。 联 系 人 ：余 丽

1385035690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王路与

闽东西路交界处日月星城四幢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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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j.ningde.gov.cn/ndzyjs

中国海峡人才网宁德频道http：//nd.hxrc.com

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每月10日、25日上
午 9∶00—11∶30举办常态化招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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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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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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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