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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顺城镇养老保险管理体
制需要，宁德市机关社保中心通过近
一年的努力，于近日在全省率先完成
全市“一保两制”人员，即机关事业社
保经办机构中执行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人员的移交工作。
今后，此类退休人员将在企业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领取养老待遇并参与今

后的待遇调整。
据了解，宁德市各级机关事业

社保经办机构均高度重视，严格落
实相关政策要求，积极与企业社会
保险机构密切配合，全市移交人员
11117 人，其中在职 9761 人、退休
1356人。

（通讯员 陆环）

宁德率先完成“一保两制”人员移交

2020 年福建科技小院授牌暨
培训会在福州举行，会上宁德大黄
鱼科技小院等福建省第二批 8家科
技小院获授牌，这是该市首次获此
殊荣。

据介绍，大黄鱼科技小院由省
科协牵头，联合涉农高校、科研院
所、宁德市政府、涉农学会等单位，
建于乡村，通过构建“高端专家+高
校大学生+乡土人才”服务模式，常
态化为渔民提供技术指导，是开展
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科学普及
和人才培训，助力乡村振兴的科技
服务平台。

大黄鱼科技小院将在宁德市科

协、福建省农技协、福建农业科学院
等单位的支持下，依托宁德市富发
水产有限公司，服务宁德渔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大黄鱼等海水鱼育种、病害
防控、饲料配制等研究领域，与厦
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
学、福建省农科院、集美大学、福
建农林、东海水产研究所、黄海水
产研究所等高校院所和企业开展
合作。

入驻大黄鱼科技小院的科研人
员包括正高 36名、副高 17名，共同
培养硕博士66名，其中博士22名。

（通讯员 张城娥）

宁德大黄鱼科技小院获授牌

宁德与云南多地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定制专列运送云南籍员工

近日，福建省劳动就业服务局
带领宁德市人社局、宁德部分县
（市、区）人社局、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宁德分部和时代新能源、上汽、鼎盛
三家重点用工服务企业，深入云南
省三个州（市）及下辖县、乡、社区，
开展为期一周的闽滇劳务协作等工
作调研。通过走访交流昆明、楚雄、
大理及部分县、乡人社部门、人力资
源公司、乡镇代表等，深入了解当地
劳动力资源情况，商讨建立长期劳
务协作关系，解决宁德市 2021年开
春四大主导产业企业订单暴增带来
的用工问题。

据了解，福建省就业局与云南
省就业局，宁德市人社局与楚雄州
人社局，宁德市的东侨区、福鼎市、
霞浦县三县（市、区）人社局与云南
省部分县（市、区）人社局，宁德市企
业与云南省人社相关部门，均分别
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劳
务协作关系。

云南三州（市）人社局分别成立

专职领导负责制工作专班，负责州
（市）、县、乡、社区，层层宣传宁德重
点用工企业岗位信息，分解下达招
聘任务。宁德市人社局牵头指导东
侨区、福鼎市、霞浦县人社局对接好
云南三州（市）人社局，做好属地服
务工作及落实稳岗用工配套政策。
同时建立三个用工专列工作微信
群，形成每日动态报告工作成效及
需要协调解决问题的汇报机制，序
时动态推进工作。通过闽滇劳务协
作信息平台实时录入两省三方的信
息，实现线上信息化宣传、大数据共
享，便捷用工服务工作。

此外，宁德市还将定制昆明、
楚雄、大理三个“云南—宁德”用
工专列，运送云南籍员工工作。
拟于正月初五、初六、初七 3日，三
个专列分别从昆明、楚雄、大理出
发前往福州动车站，由宁德市人
社部门配合企业“点对点”把员工
接到厂区。

（通讯员 陆环）

宁德市农科所选派农学、经作、
畜牧兽医、生物技术、土壤与肥料、
花卉、食用菌、中药材等专家，深入
全市9个县（市、区），对接30多个乡
村振兴重点乡镇，开展产业发展把
脉献策、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疫情防
控恢复生产指导、科技下乡等服
务。2019年以来，共有 4339名专家
参加专家服务团支农、支教、支医等
对口帮扶和社会公益性服务。

把脉献策
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市农科所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团与福安市范坑乡、屏南县代溪
镇、宁德卫星大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绿银农业有限公司等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农业高新技
术、中间试验示范、科技成果产业
化、农业实用人才培养与研发平台
资源共享等领域全方位合作，有效
整合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助
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试验示范
建设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市农科所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
建立水稻、甘薯、柑橘、葡萄、牡丹、
野花猪、太子参等示范基地 10 多
个，带动农户 100多户，社会经济效
益明显。生物技术专业团队建立脱
毒抗病原种田间繁育基地 2个，为
柘荣太子参在种苗繁育、田间管理、
病害防治、工厂化生产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指导，提供繁殖率 30倍的脱
毒抗病组培苗 1万株。水稻研究团
队深入霞浦县柏洋乡西宅村等地建
立水稻示范基地 3个，推广水稻绿
色栽培技术，生产优质绿色特色
稻。牡丹、果树、畜牧等研究团队深

入蕉城八都镇南岗村开展科技服
务，建立牡丹基地 20亩，四季果园
基地50亩，存栏60多头野花猪的养
殖基地。

培训农民
传播农业实用技术

市农科所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团针对葡萄、猕猴桃、柑桔、水蜜
桃、太子参、蔬菜等产业，开展专题
讲座或技术培训共计 30场次，培训
2000 多人次，提供现场技术指导
100 多次。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电
话、微信、QQ、邮件等线上非接触
方式解决农业问题 50多个，受到群
众普遍欢迎。

快速反应
高效解决求助难题

宁德市是东南沿海地区鲜食葡
萄主要种植地区。2020年，主栽巨
峰葡萄品种坐果出现单性结实情
况，即俗称“圆果”。“圆果”影响面积
广，受灾农户多。市农科所乡村振
兴专家服务团迅速组织果树、农学、
土肥等专家赴福安市晓阳镇、松罗
乡、霞浦县柏洋乡、寿宁县凤阳镇等
地开展调查，现场提供技术指导，采
取补救措施，指导果农对果实进行
浸醮，促进果实生长发育，提高葡萄
产量，改进品质、减少损失。

两年来，市农科所乡村振兴专
家服务团开展服务活动 300余场，
服务群众 4000多人，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 20个（项），帮助解决技术问
题 100 多个，培训农民、企业员工
2000多人次，提供农牧业种苗10多
万株（头、袋），新增经济效益达
2000多万元。

（通讯员 陆环）

农科所专家服务团精准服务乡村振兴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员：10人，8000~10000元/月，大

专，年龄：22—50 岁。部门经理：1 人，

8000~10000 元/月，中专，年龄：30—50
岁。跟单员：10人，4000~7000元/月，中

专，年龄：20—45岁。质安员：10人，4000~
7000元/月，中专，年龄：20—50岁。联系

人：陈先生，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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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宏森木业有限公司
仓库员：2 人，4500~6000 元/月，初

中，年龄：20—45岁。联系人：黄应冬，电

话：17318373668，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

都镇三乐村。

福建巨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拼多多运营店长：3 人，2500~4500

元/月，中专，年龄：18—30 岁。客服专

员：1 人，2500~4000 元/月，大专，要求：

打字速度快、有耐心，年龄：22—27
岁。诚信通招商专员：2 人，2000~5000
元/月，中专，要求：普通话清楚，年龄：

18—30 岁。运营助理：5 人，2500~4500
元/月，中专，年龄：18—35 岁。联系

人：陈经理，电话：15159306557，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金鼎科技楼。

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员主管：1人，10000~20000元/

月，大专，年龄：25—40岁。样品管理员：

2人，4000~6000元/月，年龄：25—45岁。

数据员：5人，4000~6000元/月，大专，年

龄：18—40岁。测试工程师：2人，7000~
10000元/月，大专，年龄：25—40岁。测

试技术员：20人，5000~7000元/月，大专，

年龄：18—40岁。联系人：林女士，电话：

15859290681，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

中区疏港路11号。

宁德三行技研工贸有限公司
生产普工：2人，2500~5000元/月，年

龄：20—35 岁。行政运营：3 人，3000~

4500元/月，大专，年龄：22—40岁。采购

助理：4人，3000~5000元/月，大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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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年龄：18—40岁。联系人：肖女士，电

话：13950582521，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单

石碑生辉路32号。

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员：2 人，4000~5000 元/月，大

专，年龄：18—50 岁。报价员、标书制

作员、生产助理：6 人，3500~5000 元/
月，大专，专业：电气相关专业，年龄：

30—40 岁。品管员：2 人，3500~5000
元/月，大专，专业：电气相关专业，技

能：高级，年龄：30—45 岁。设计工程

师：2 人，4000~5000 元/月，大专，专业：

电气相关专业，年龄：28—45 岁。电焊

工：2 人，6000~8000 元/月，高中，年龄：

18—50 岁。文员：2 人，3500~5000 元/
月，中专，年龄：28—35 岁。技术文员：

2人，3500~5000元/月，中专，年龄：28—
35 岁。仓管：2 人，3500~5000 元/月，年

龄：30—45 岁，搬运工：2 人，1500~3000
元/月，初中，年龄：20—50 岁。销售助

理：2 人，2000~3000 元/月，大专，年龄：

23—40 岁。联系人：王小姐，电话：

0593—2518955，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

开发区同德路 1号。

宁德宏森木业有限公司
操作工：20人，5500~10000元/月，年

龄：18—55 岁。叉车司机：1 人，4500~
7000元/月，初中，年龄：20—45岁。检验

员：1 人，3000~4000 元/月，高职，年龄：

22—40 岁。品质主管：1 人，4000~6000
元/月，中专，年龄：25—45岁。联系人：

黄应冬，电话：17318373668，地址：宁德

市蕉城区七都镇三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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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蕉城区

蕉南筑美佳建材经营部
销售经理：1人，8000~10000元/月，

高中，年龄：24—40岁。设计总监：1人，

8000~10000 元/月，大专，专业：室内设

计，年龄：24—40 岁。家装销售顾问：8
人，3000~10000元/月，高中，年龄：21—
40岁。设计师：5人，3000~10000元/月，

大专，专业：室内设计，年龄：21—42岁。

联系人：黄孝明，电话：15259372268，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万达华城B区 8栋 3单

元710。

宁德星安汽车隔音毡有限公司
质保专员：5人，4500~6000元/月，大

专，专业：质保相关专业，年龄：20—40
岁。物流管理员：3人，5500~8000元/月，

大专，专业：相关专业，年龄：25—45岁。

联系人：黄女士，电话：17338856807，地
址：宁德蕉城三屿工业园区。

福建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
货车司机：4人，4000~6000元/月，高

职，持 B1 以上驾照，技能：中级，年龄：

25—48 岁。行政文员：2 人，3000~4000
元/月，大专，技能：中级，年龄：20—42
岁 。联 系 人：冯 经 理，电 话 ：0593—
259846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碗

窑飞虎路94号。

福建炭草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网络客服：2 人，2500~6000 元/月，

中专，年龄：18—35 岁。网络运营：2
人，3000~8000 元/月，大专，年龄：18—
35 岁。销售顾问：5 人，3000~7000 元/
月，大专，年龄：18—35 岁。联系人：姚

林娟，电话：0593—6319377，地址：宁德

市福安市秦溪洋世纪大道中茵上城国

际 5幢 1704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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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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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峡人才网宁德频道http：//nd.hxrc.com

根据国家疫情防控需求，宁德市人力
资源市场原每月 10日、25日上午 9∶00—
11∶30 举办的常态化招聘会改为网络线
上举行，线下现场招聘会具体恢复时间待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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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招聘会
的参会企业招聘信息和部分每月25日招

聘会的参会企业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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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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