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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德市人社局立足实
际，与时俱进转变服务理念，以“机制
创新、信用建设、典型培育、规范执
法”为着力点，持续将“放管服”改革
推向纵深，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管
理与服务，促进优化营商环境再上新
台阶。

以创新机制助力企业减负

聚焦企业关切，主动适应新常
态，积极探索新路径，通过机制创新
持续为企业松绑减负。

推行联合监督检查制度。采取
跨部门跨层级“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方式，通过“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实
现“一次抽查、全面体检”，从源头上

“合并同类项”防止“多头查、随意
查”，做到“无事不扰”，切实减轻企业
负担，达到助力企业发展目的。

实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人
社部门与5个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在建工程项目工程款支付
担保管理的通知》，在全省首次以文
件形式明确工程款支付担保定义、适
用范围、程序要求等内容，工程款支
付现金担保模式逐步向金融机构、担
保公司、保险公司、关联单位等担保
方式转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
步降低。

以信用建设转变监管模式

充分发挥信用在创新监管机制、
提高监管能力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逐步实现企业信用从外在约束向内

在自律转变。
在全市范围开展诚信等级评

价。对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工资支付行为信用等级进行评价，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逐步营造“诚实立
身、信誉兴业”的良好社会风尚。
2018年以来，全市共评价出守信单位
1419家、一般失信单位8家、严重失信
单位 2家；A级企业 652家、B级企业
354家，C级企业16家。

实施欠薪联合惩戒。实行重大
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实施恶
意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和失信
企业信用修复等制度，逐步创建“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信用监管格局，以
反面典型案例、“负面清单”实现监管
效能最大化。2018年至今，共向社会
公布存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
用人单位 13家，将 5家企业列入拖欠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用修复1家。

以典型培育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正面典型示范引领，树立正
向激励的鲜明导向，逐步形成“头雁
先飞、群雁齐追”的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创建格局。

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以创建“无
欠薪项目部”为载体，打破固有、惯性
思维的桎梏，2019 年在福鼎市率先
推行“互联网+治欠保支”信息化技
术管理系统，实现欠薪监管由传统模
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转变的同时，也
为企业走向自我精细化管理提供便
捷条件。

选树标杆示范项目。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评选标杆示范在建工程项
目活动，让“后进”单位学有标杆、行
有示范、赶有目标，营造“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社会发展氛围，2020年
5月首批公布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制
度标杆项目11个和示范项目109个。

以规范执法促进环境优化

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论断的核
心要义，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率先出台裁量基准和评价办
法。今年 9 月，在全省率先印发实
施宁德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部分）》《企业
劳动保障事中事后监管评价办法》，
通过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
裁量幅度，明确企业应当遵守的评
价内容和规范要求，以法治竖起“边
界线”、托起“公平秤”，寓监管于服
务之中，为企业竞争有序、蓬勃发展
厚植土壤。

持续加大案件核查力度。3年来，
投诉案件实现“三连降”，结案率达
100%，用工矛盾日益缓解，欠薪问题
得到根本有效遏制，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2018年投诉结案件 117件，涉及
人数875人，追回工资1091万元；2019
年投诉结案件98件，涉及人数844人，
追回工资2012万元；2020年1月至10
月投诉结案件 26件，涉及人数 93人，
追回工资171万元。

创新机制 优化用工环境
宁德市人社局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近段时间以来，宁德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采取“123”工作方法，
扎实推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深入开展，确保在 2021 年春节前实
现“两清零”目标。

“1”即每周一通报。既通报
检查发现突出问题和重点欠薪项
目 ，又 通 报 问 题 整 改 进 度 ，以 动
态通报持续跟踪问效，及时了解

问题整改进展、欠薪问题化解情
况 ，防 止 老 问 题 还 未 整 改 ，新 问
题 接 踵 而 至 ，力 求 做 到 一 周 一

“清零”。
“2”即每周 2 天开展核查。以

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全覆盖、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管理等各项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
况为重点，突出历史遗留欠薪问题

解决，每周 2 天组织劳动保障监察
员逐一对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核查，
保持根治欠薪高压态势不松劲。

“3”即每月召开 3次分析会。以
定期通报和检查情况为基础，每 10
天召开 1 次专项行动分析会，及时
总结和研究部署阶段工作，不断提
高抓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
性，确保专项行动有序深入推进。

每周一通报 每周2天核查 每月3次分析

宁德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近日，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公布宁德
市第三批重点产业人才首套房购房补助人选名
单，共有 52人入选，其中，一类人才 11名、二类
人才1名、四类人才4名、五类人才36名。

按规定，被认定为“天湖人才”的重点产
业人才购买本地首套商品房的，一类人才按
所购首套商品房总价的 50%给予购房补助
（不超过 100 万元），二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
品房总价的 40%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60 万
元），三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品房总价的 30%

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40万元），四类人才按
所购首套商品房总价的 25%给予购房补助
（不超过 20万元），五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品
房总价的 20%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15 万
元）。补助款分 5 年平均发放。一至三类人
才首套房购房补助经费由市人才专项经费列
支，四、五类人才首套房购房补助经费由所在
地财政列支。

本批次入选人员首套房购房补助发放期限
从2020年12月16日起计算，分5年平均发放。

最高100万元的首套房购房补助
宁德向第三批重点产业人才发放

12月 10日，宁德市人社局发文确认发放 3
名重点产业中青年高级技师住房补助，每人可
获得 1000元/月住房补助。申领人员在宁德市
重点产业相关企业工作，即可连续 5年领取住
房补助，合计每人 6万元，市人社局将按照 1.2
万元/人的标准逐年发放。

“重点产业中青年高级技师住房补助”指对
宁德市重点产业人才中被新认定的中青年（50
周岁以下）高级技师，连续 5年给予每人 1000
元/月的住房补助。

申报对象是 2017年 6月 30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宁德市重点产业人才中被新认定
的中青年（50周岁以下）的高级技师，其中重点
产业人才是指由市工信局认定的冶金新材料、
锂电新能源、电机电器、船舶修造、食品加工、
发供电、合成革、生物与新医药等重点产业相
关企业引进培养的符合相关条件的人才。

符合相关条件中青年高级技师，可通过“宁
德市智慧人才服务平台”向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政策执行期至2021年12月31日截止。

连续5年每人1000元/月住房补助
宁德向重点产业中青年高级技师发放

近日，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公布宁德
市第三批引才荐才奖励名单，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获
得95万元和75万元引才荐才奖励。自实施引才
荐才奖励政策至今，宁德市已有4家单位共获得
455万元引才荐才奖励。

根据宁德市相关政策规定，人力资源中介
机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引进或推荐的重点产
业人才，被认定为宁德市“天湖人才”一类、二

类、三类的，分别给予引荐机构、企事业单位或
个人 10 万元/人、5 万元/人、3 万元/人奖励。
引才荐才奖励的申报对象为人力资源中介机
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不包括宁德市各级机
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组织人事人才工作的人
员），且需满足以下条件：2017年 6月 30日后引
进或推荐的重点产业人才被认定为宁德市一
至三类“天湖人才”，确认人才须已在宁德市到
岗履职。

引进或推荐“天湖人才”获大奖

福建加吉食品有限公司
店长：1 人，大专，专业：营销管理，

4000~5000 元/月，22—35 岁。营业员：2
人，3500~5000元/月，22—36岁。出纳员：
2人，本科，专业：财务，技能：初级，3500~
5000元/月，22—35岁。会计：2人，本科，
专业：会计，技能：中级，4000~6000元/月，
22—35岁。营销人员：5人，大专，专业：营
销，3500~6000元/月，22—35岁。车间主
任：2人，大专，专业：食品工程，4000~5000
元/月，25—40岁。仓管员：2人，大专，专
业：物流仓储，3500~4000 元/月，22—35
岁。仓管员：2人，大专，专业：物流仓储，
3500~4000元/月，22—35岁。车间主任：2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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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6000元/月，22—35岁。店
长：1人，大专，专业：营销管理，4000~5000
元/月，22—35 岁。营业员：2 人，3500~
5000 元/月，22—36 岁。出纳员：2 人，本
科，专业：财务，技能：初级，3500~5000元/
月，22—35岁。会计：2人，本科，专业：会
计，技能：中级，4000~6000 元/月，22—35
岁。联系人：张雅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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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2500~4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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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佰宸投资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1 人，中专，专业：行政管

理，2500~4000元/月，18—30岁。绘图员：

4人，中专，专业：室内设计，2000~4000元/
月，18—30岁。安全员：1人，高中，6000~
10000元/月，20—55岁。总工程师：1人，

本科，专业：建筑，技能：中级技能，10000~
20000元/月，25—55岁。联系人：蔡建莉，

电话：13559015920，地址：宁德市东侨开

发区亿利城三期18幢112室。

福建中建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内页资料员：3人，大专，专业：建

筑，4000~8000元/月，20—65岁。土建安装

员：6人，大专，专业：建筑，4000~8000元/
月，20—65岁。工程现场施工员：6人，大

专，专业：建筑，4000~8000 元/月，20—55
岁。文员：30人，专业：3000~4000元/月，

20—45岁。出纳：9人，3000~4000元/月，

20—45岁。会计：9人，大专，专业：会计专

业，3000~4000元/月，20—45岁。联系人：
陈惠，电话：17759372280，地址：宁德市东

侨经济开发区塔山路鸿塘新村77号。

喵呜文化传媒（福建）有限公司
5K 聘摄影师后期：8 人，4000~6000

元/月，20—35 岁。8K 聘抖音主播艺人：
30 人，5000~10000 元/月，18—35 岁。8K
聘短视频编导：4人，大专，6000~10000元/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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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骏景工艺品有限公司
品检员：5人，专业：有工作经验者优

先，2500~5000元/月，25—50岁。搬运：2
人，专业：吃苦耐劳，3000~4500 元/月，
30—50岁。行政助理：1人，高中，专业：办
公软件，技能：初级，3000~4500 元/月，
25—45岁。普工：15人，专业：吃苦耐劳，
3000~6000元/月，25—55岁。厨师：1人，
专业：烹饪，技能：初级，3000~4500元/月，
30—55岁。行政助理：1人，高中，专业：办
公软件，技能：初级，3000~4500 元/月，
25—45 岁 。 联 系 人 ：谢 小 姐 ，电 话 ：
13599821181，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振兴路3号。

宁德利嘉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60 人，高职，专业：销售，

4500元/月，20—38岁。联系人：余女士，

电话：18605935099，地址：财富广场 C 区
110-111

宁德市晨奕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会计助理：2 人，中专，专业：财会专

业，2000~3000元/月，18—35岁。主办会

计：2人，大专，专业：财会专业，3000~4500
元/月，25—50岁。联系人：张女士，电话：

15159302581，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东湖臻悦2幢201室。

宁德市齐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20人，中专，专业：销售，3500~

8000元/月，18—35岁。销售：15人，中专，

会基本的电脑操作，会骑电动车，2500~
5000 元/月，18—35 岁。58 同城销售：30
人，会基本的电脑操作，3000~5000元/月，

18—35岁。销售经理：50人，高职，2000~
20000元/月，19—40岁。联系人：陈雅娇，

电话：18459142799，地址：宁德市中益环

球写字楼801室。

陕建丝路（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厨师：1人，初中，专业：餐饮类相关专

业，技能：中级，6000~8000 元/月，25—45
岁。水电工：1人，高中，专业：机电相关专

业，技能：中级技能，8000~10000 元/月，

30—45岁。技术员：1人，本科，专业：工程

管理、工民建相关专业，技能：中级，10000
元/月，25—45岁。资料主管：1人，本科，专

业：建筑工程相关专业，8000~10000元/月，

30—45岁。商务经理：1人，本科，专业：工

程造价，技能：中级，10000~20000元/月，年

龄：30—45岁。项目安全总监：1人，本科，

专业：建筑工程安全管理相关专业，技能：

中级，10000~20000元/月，30—45岁。联系

人：郭凌艺，电话：17750206829，地址：福州

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69号。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普铣：3人，6000~10000元/月，18—45

岁。装配电工/钳工：20 人，高职，4000~
7000元/月，18—45岁。磨床：3人，6000~
10000元/月，18—45岁。普车：3人，技能：

初级，6000~10000元/月，18—45岁。机加

工：5 人，初中，5000~8000 元/月，18—45
岁。售后调试：20人，中专，专业：机械/电
气，4000~6000元/月，18—40岁。联系人：

邓先生，电话：15161656361，地址：江苏省

无锡市新区新锡路20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蕉城南路证券营业部

证券经纪人：3 人，中专，1500~5500
元/月，18—45岁。投资顾问：2人，本科，

4500~20000元/月，20—40岁。理财顾问：

5人，大专，4500~20000元/月，20—40岁。

联系人：黄经理，电话：0593—2695562，地
址：宁德市闽东中路2号5层。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
理委员会批准，宁德市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和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家单位设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截至目前，宁德市已设立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

根据宁德市的优惠政策，对新获批设立的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考核后给予 100万元建
站补助；对进站工作的博士，可认定为宁德市

“天湖人才”并享受相应补助；出站后留在宁德
继续工作并签订五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一次性
给予15万元补助。

2家单位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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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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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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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