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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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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智行物流有限公司
安全主管：1 人，4000~8000 元/月，大

专，年龄：28—40岁。联系人：王老师，电

话：13559003590，地址：宁德市上汽工业园

区（三屿附近）。

福建大利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40 人，5000 元/月，年龄：

18—50 岁。房产经纪人：200 人，4000 元/
月，年龄：18—50岁。联系人：吕美莲，电

话：18059332375，地址：宁德市天湖东路13
号东湖豪门2栋110商铺（海峡银行旁）。

福建加吉食品有限公司
营销人员：5 人，3500~6000 元/月，大

专，专业：营销专业，年龄：22—35岁。车间

主任：2人，4000~5000元/月，大专，专业：食

品工程，年龄：25—40 岁。仓管员：2 人，

3500~4000元/月，大专，专业：物流仓储，年

龄：22—35 岁。店长：1 人，4000~5000 元/
月，大专，专业：营销管理，年龄：22—35
岁。营业员：2人，3500~5000元/月，年龄：

22—36 岁。出纳员：2 人，3500~5000 元/
月，本科，专业：财务专业，技能：初级，年

龄：22—35 岁。会计：2 人，4000~6000 元/
月，本科，专业：会计，技能：中级，年龄：

22—35 岁。联系人：人事主管，电话：

15892107756，地址：宁德市宝信行政公馆

22栋1806室。

福建宁德市德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运行员：2人，2500~4000元/月，初中，

年龄：18—45岁。联系人：王女士，电话：

13859663983，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南

路1—1号华景嘉园4幢16楼1601室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学徒工：20人，4000~5000元/月，初中，

年龄：18—40 岁。招聘专员：1 人，4000~
5000元/月，本科，专业：人力资源，年龄：

20—35 岁。电梯工：2 人，4000~6000 元/
月，初中，专业：机电专业，年龄：20—45
岁。暖通工程师：2人，8000~10000元/月，

大专，专业：制冷、热能专业，技能：技师，年

龄：25—45岁。电工：20人，4000~7000元/
月，初中，专业：机电一体化，年龄：18—45
岁 。 联 系 人 ：林 小 姐 ，电 话 ：0593—
2838999，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能

源）。

喵呜文化传媒（福建）有限公司
摄影师后期：8人，4000~6000元/月，年

龄：20—35 岁。抖音主播艺人：30 人，

5000~10000元/月，年龄：18—35岁。短视

频编导：4 人，6000~10000 元/月，大专，年

龄：22—35 岁。联系人：谷经理，电话：

15811336293，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中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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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8—45 岁。捆包员：10 人，4500~6000 元/
月，初中，年龄：18—45岁。检查员：10人，

4500~6000 元/月，初中，年龄：18—45 岁。

叉车工：1人，4500~6000元/月，初中，专业：

持有叉车证，年龄：18—45岁。联系人：罗

小姐，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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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东韩美容医院
护士：5人，2500~5000元/月，中专，专

业：护理专业，技能：初级，年龄：16—30
岁。纹绣师：1人，4000~10000元/月，专业：

美容纹绣，年龄：20—30岁。现场咨询师：2
人，6000~20000元/月，中专，年龄：24—36
岁。前台导诊：7 人，4000~6000 元/月，中

专，年龄：20—30 岁。客服专员：5 人，

3000~6000 元/月，中专，年龄：20—35 岁。

美容师：5人，4000~8000元/月，专业：美容

类，年龄：16—40岁。联系人：陈女士，电

话：05932626777，地址：宁德市联信·财富

广场B—2区六楼。

宁德利嘉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60人，4500元/月，高职，专

业：销售，年龄：20—38岁。联系人：余女

士，电话：18605935099，地址：宁德市财富

广场C区110—111。
宁德领先未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4人，3000~8000元/月，专业：会

开车，年龄：24—40 岁。会计助理：2 人，

3000~4000元/月，中专，专业：会证，年龄：

22—40 岁 。 联 系 人 ：连 娟 ，电 话 ：

18750367668，地址：宁德市万达广场D区

19号楼1—420店。

宁德市博森特建材有限公司
内勤文员：1 人，3000~4000 元/月，专

业：财会专业，年龄：20—35岁。售后工程

师：1 人，3000~10000 元/月，中专，年龄：

20—28岁。内勤文员：1人，3000~7000元/
月，专业：财会专业，年龄：20—35岁。售后

工程师：1 人，3000~10000 元/月，中专，年

龄：20—28 岁。业务员：8 人，3000~20000
元/月，高职，年龄：20—30岁。联系人：周

先生，电话：13395936887，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城南镇福洋村观音弄9号B区D108—
109。

宁德市昌世贸易有限公司
区域主管：2 人，3500~7000 元/月，高

中，技能：初级，年龄：21—45岁。业务主

管：4人，2500~6000元/月，高职，年龄：21—
45岁。品牌推广主管：2人，2500~4500元/
月，高职，年龄：21—45岁。联系人：陈先

生，电话：18150191939地址：宁德市东侨开

发区兰田村龙沙滩北路24号。

宁德市禾森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员：25人，3000~4000元/月，年龄：

20—45岁。保洁：12人，2500~3000元/月，

年龄：20—50 岁。营销策划：2 人，4000~
5500元/月，大专，专业：市场营销，年龄：

23—30岁。员工食堂厨师：1人，3000~5000
元/月，年龄：18—45岁。储备店长：1人，

4000~10000元/月，中专，年龄：25—40岁。

接待员：10人，3000~5000元/月，年龄：18—
30岁。收银员：5人，3000~5000元/月，年

龄：18—35 岁。传菜员：10 人，3000~5000
元/月，年龄：18—50岁。联系人：郭眉芳，

电话：18605931806，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

开发区万安东路8号天茂城市广场一层3#
102号商铺。

宁德市优房世纪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30 人，4000 元/月，年龄：

18—50 岁。租赁专员：50 人，6000 元/月，

高职，专业：租赁专员，年龄：20—50岁。人

事专员：2人，3500~6000元/月，大专，专业：

HR，年龄：25—40 岁。二手房经纪人：20
人，6000元/月，高职，年龄：20—50岁。联

系 人 ：林 女 士 、陈 女 士 ，电 话 ：0593—

2876666、0593—2876666，地址：宁德市东

侨经济开发区闽东中路 32号（联信财富广

场）B1区607.608。
宁德万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学徒：10 人，5000~5500 元/

月，中专，专业：机电、机械、电工、电子类，

年龄：18—30 岁。客服：3 人，4000~5000
元/月，中专，善于沟通，年龄：20—30 岁。

物业\厂房运维经理：2人，10000~20000元/
月，大专，专业：暖通、电气、自动化、工程管

理等专业，技能：高级，年龄：28—45岁。物

业/厂房运维主管：3人，7000~10000元/月，

大专，专业：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技能：中级

技能，年龄：25—45岁。电工技术员：5人，

5500~7000元/月，初中，专业：机电、机械、

电工、电子类，技能：中级，年龄：20—45
岁 。 联 系 人 ：李 先 生 ，电 话 ：0593—
2357568，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东侨开发区

新能源。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初中生物教师：3 人，5000~10000 元/

月，本科，专业：生物技术等，年龄：22—32
岁。高中生物教师：2 人，5000~10000 元/
月，本科，专业：生物技术等，年龄：22—32
岁。初中地理教师：3 人，5000~10000 元/
月，本科，年龄：22—32岁。初中化学教师：

3人，5000~10000元/月，本科，专业：应用化

学，年龄：22—32岁。小学英语教师：4人，

5000~10000元/月，本科，专业：英语，年龄：

22—32 岁。小学数学教师：4 人，5000~
10000元/月，本科，专业：应用数学及理科

专业优先，年龄：22—32 岁。高中物理教

师：6人，6000~20000元/月，本科，专业：物

理，年龄：22—35岁。高中地理教师：2人，

6000~20000元/月，本科，专业：地理学，年

龄：22—35岁。高中数学老师：4人，6000~
10000元/月，本科，技能：中级，年龄：22—
30岁。高中英语老师：4人，3000~8000元/
月，本科，年龄：22—30岁。联系人：余丽，

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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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能电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维修工：4人，4500~7000元/

月，中专，初级，年龄：20—50岁。管道机械

维修工：4人，4500~7000元/月，中专，初级

技能，年龄：20—50岁。联系人：陆女士，电

话：13385028085，地址：宁德市上汽集团乘

用车宁德基地项目三屿工业区。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主管：3人，4000~5000元/月，

大专，专业：人力资源，年龄：20—38岁。办

单员：20人，3000~4000元/月，高中，专业：

物流专业，年龄：35—20 岁。搬运工：20
人，3000~5000元/月，年龄：25—48岁。驾

驶员：20人，4000~8000元/月，初中，年龄：

25—45岁。物流操作员：20人，2500~4000
元/月，高中，年龄：20—30岁。联系人：林

女士，电话：0593—2993193，地址：宁德、福

州、省外。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中心支公司

电商客户经理：5 人，3000~20000 元/
月，大专，年龄：18—35岁。联系人：林艳，

电话：0593—2366669，地址：宁德市蕉城区

蕉城南路76号金源大厦七楼。

近期，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联合下发《关于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
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明确规
定改革前参加我省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试点，改革时因中止
缴费不属于新的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参保范围的人员，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享受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养
老金。

通知明确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的几种情形：尚未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且已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应尽
快按规定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且未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建立养老保险关系的，
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参保人
员户籍所在地的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经办机构；已经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并开始享受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养老金的，经本人申
请，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储存额予以退还；已经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未享受养
老金，试点期间缴费年限累计
不满15年的，经本人申请，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
存额可退还，也可以转移至参
保人员户籍所在地的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后延缴费
至满 15 年后，按照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开始按月领取养老金；已
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未享受
养老金，试点期间缴费年限累
计达到 15 年及以上的，转移至
户籍所在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经办机构，按照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办理退休手
续，按月领取养老金。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中止缴费后这么办

日前，宁德市人社局核准
2021年宁德市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本科以上学历紧缺急需专业
毕业生计划 597名，其中博士研
究生 76 名、硕士研究生 372 名、
本科学士 149名，主要分布在医

疗、教育等领域。招聘计划将在
宁德市人社局网站和各县（市、
区）人社局、市直相关单位指定
网站公布。对符合条件的招聘
对象，可采取笔试、面试或直接
考核等简便方式实施招聘。

宁德计划招聘
紧缺急需专业毕业生597名

11月 19日上午，宁德市、区
两级治欠办联合市公安局、司法
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等 14个
单位，在宁德万达广场开展根治
欠薪法治宣传活动，营造声势浩
大的冬季攻坚专项行动氛围，确
保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劳动者
按时足额获得工资，保障全市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

此次活动采取“宣传+答疑+
服务”形式开展，通过发放宣传
单、现场答疑、受理投诉举报等
方式，为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
在“面对面”答疑、“零距离”服务
中彰显为民初心和责任担当。
活动当日共计发放《农民工工资

维权口袋书》《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等各类宣传资料2000
余份，接受群众相关政策法规咨
询80余人次。

下阶段，宁德市将按照全
省统一安排，分阶段、序时集中
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重点做好欠薪隐患排查整改、
存量欠薪问题清理化解、贫困
农民工欠薪问题解决、欠薪违
法行为查处等工作，突出解决
农民工的“讨薪难”问题，为农
民工追讨欠薪开辟“绿色通
道”，确保农民工欠薪投诉得到
及时、有效处理，按期实现“两
清零”为目标。

多部门联合开展
根治欠薪法治宣传活动

11月 17日，宁德市人社局、
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工作
人员走进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工伤预防
宣传进企业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摆放宣传展板、设置咨询台
及发放宣传品、宣传资料等方
式，向企业员工解答、普及工伤

预防知识，宣传工伤保险政策，
并对常见职业病的预防进行详
细讲解。

据了解，今年宁德市开展工
伤预防宣传工作以来，通过进社
区、进企业、进建筑工地等多种
形式的宣传，进一步提高职工群
众工伤预防意识，预防各类工伤
事故和职业危害。

组织人员进企业
开展工伤预防宣传活动

日前，宁德市人社局邀请重
庆大学教授潘家恩深入蕉城区
霍童镇邑坂村，调研指导乡村振
兴工作。

潘家恩是重庆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
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致力于乡村振兴、生态文
明、乡村文化研究，是国内著名
的研究乡村振兴的专家，也是
地地道道的闽东人，是“宁智回

归”人才工程吸引回归的宁德
乡贤。

潘家恩实地查看了邑坂村
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情况，考
察了邑坂书院、古民居改造等工
作。在与镇村干部座谈中，潘家
恩对该村工作设想表示肯定，并
对乡村振兴的整体规划、突出乡
土特色、发挥乡贤能人作用、发
展集体经济等方面提出建设性
意见。

专家乡贤到霍童镇邑坂村
调研乡村振兴

近日，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组委会和执委会共同策划
主办“中华绝技”展演活动，40个
优秀展播项目评选结果正式揭
晓。宁德市选送的作品——朱
俏俊“偶人茶艺”从全国171个报

名视频中脱颖而出，于 11 月 16
日至 30日在央视网、抖音、技能
大师在线培训平台滚动播出，邀
请观众进行线上投票，遴选出20
个项目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
现场集中展演。

宁德市选送作品
入围“中华绝技”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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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