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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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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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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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眼科医生/临床医生：10 人，10000 元/

月，本科，执业医师资格证，初级，25—60岁；

营销服务/销售管理：10 人，3500 元/月，中

专，市场营销，16—60岁；大客户主管：4000
元/月，大专，市场营销，22—60 岁；医生助

理：5人，4000元/月，本科，临床医学，16—60
岁；验光师：3000元/月，大专，验光师相关资

格证，16—60岁；医学影像技师：3500元/月，

大专，医学影像技师专业，16—60岁；护士/
护理助理：3000 元/月，大专，护理，16—60
岁。联系人：陈先生，电话：13459369877，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南路 1号华景嘉园 5
幢宁德爱尔眼科医院。

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主任：4000元/月，大专，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25—35岁；物流副经理：6000元/
月，本科，物流管理，25—35岁；运维副经理：

6000 元/月，本科，25—35 岁；品管副经理：

6000元/月，本科，市场营销，25—35岁；市场

拓展部经理：7000 元/月，本科，市场营销，

25—35岁；品牌策划部经理：7000元/月，本

科，广告学、市场营销，25—35岁；科技文化

馆馆长：6000元/月，本科，行政、旅游管理，

25—35岁；行政文秘：3500元/月，本科，行政

管理，22—33 岁；科技文化馆讲解员：4000
元/月，本科，旅游管理，22—33岁；教育宣传

部经理：8000元/月，本科，市场营销，25—35
岁；发酵技术员：4000元/月，本科，微生物，

25—40岁；行政人事专员：4000元/月，本科，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25—33 岁；农业技术

员：4000元/月，大专，农学、果树学，22—45
岁；客服专员：3500~4500元/月，大专，22—
33 岁 。 联 系 人 ：魏 先 生 ，电 话 ：0593—
2821008，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国宝

路36号。

福建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员：10人，2500~3000元/月，18—55

岁；项目经理：40人，4000~5500元/月，大专，

物业，30—50岁；安防员：2500元/月，50人，

18—55岁；保洁员：150人，2000~2500元/月，

18—55岁。联系人：庄小姐、彭小姐，电话：

0593—2368955，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西

路3号楼101室（坪塔路交警中队综合楼）。

福建福大百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部门主管助理：5人，3500~5500元/

月，大专，理工科，22—35岁。联系人：张明

辉，电话：15959328232，地址：宁德市古田县

黄田镇凤亭村新岭亭。

福建巨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拼多多运营店长：2500~4500元/月，中

专，18—30 岁；客服专员：2500~4000 元/
月，大专，打字快、耐心，22—27岁；诚信通

招商专员：2000 元/月，中专，普通话清楚，

18—30 岁；运营助理：5 人，2500~4500 元/
月，中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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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化学工程师：6人，4500元/月，本科，化

工，20—30岁；机械工程师：6人，4500元/月，

本科，工科专业，20—35 岁；电气工程师：6
人，4500元/月，本科，电气、机电、自动化、电

力等，20—35 岁；资讯工程师：6 人，3500~
4500元/月，本科，计算机专业，20—35岁；行

政文员：3000~4000元/月，大专，20—30岁；

铲车驾驶员：9人，4000元/月，初中，初级，

20—40岁；机修技术员：4000元/月，9人，初

中，20—35岁；冶金实验员：9人，4000~5500
元/月，中专，20—30岁。联系人：林先生，电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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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安环工程师：4000~4500 元/月，

18—35岁；工艺工程师：2500元/月，大专，材

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电化学、冶金，18—
45岁；费用会计：4000元/月，大专，财务类，

初级，18—45 岁；设备技术员（电器）：6000
元/月，18—50岁；设备技术员（电工）：5500
元/月，初级，18—50 岁；设备技术员（机修

工）：5000 元/月，18—50 岁。联系人：邱小

彬，电话：18033903654，地址：宁德市古田县

大甲镇大甲工业园16—1。
福建省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员：4000元/月，22—45岁；人事专

员：3000~4000元/月，大专，22—40岁；锅炉

工：3500元/月，20—50岁；会计：3000~5500
元/月，大专，22—45岁；文员：3000~4000元/
月，大专，22—45岁；普工：30人，4000元/月，

18—50岁；机修工：4000元/月，20—50岁；检

验员：3000~4000元/月，高中，20—45岁；生

产主任：5000元/月，高中，22—45岁。联系

人：薛女士，电话：0593—2727056，地址：宁

德市蕉城区金涵乡琼堂村国道路56号。

福建仙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策划文案：4000元/月，大专，22—35岁；

统计文员：4000~4500 元/月，中专，20—40
岁；车间操作工：4000 元/月，高职，20—55
岁；采购员兼司机：2000元/月，大专，中级，

22—35 岁；统计文员：4000~4500 元/月，中

专，20—40岁；外贸跟单：3000~4000元/月，

本科，英语 6级，24—45岁；研发工程师·研

发助理：9人，5000元/月，本科，食品或生物

工程，初级，24—45岁；销售员：6人，5000元/
月，大专，食品科学·茶学·生物工程，25—40
岁；销售总监：10000元/月，大专，食品工程、

生物制药、市场营销，30—50岁。联系人：谢

女士，电话：18150223369，地址：宁德市蕉城

区漳湾镇疏港路15号。

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仓管：3000元/月，20—40岁；营销经理：

5人，3000元/月，酒店管理，25—40岁；文案

策划：3000~4500元/月，本科，文学类，25—
40岁；电商运营：3000元/月，30—40岁；驻店

销售员：10人，3000元/月，高中，市场营销，

18—35岁；培训师：大专，茶学，3000元/月，

30—40岁；行政文员：3000元/月，大专，25—
35岁；人力资源主管：4000元/月，大专，人力

资源管理，30—45岁；总经理助理：3500元/
月，大专，企业管理、销售，30—40岁；董事长

助理：3500元/月，本科，汉语言文学、企业管

理，30—45岁；驻外客户经理：10人，3000元/
月，中专，市场营销，30—45岁；销售经理：20
人，3000元/月，中专，市场营销，30—45岁；

财务总监：8000 元/月，大专，会计学、审计

学、统计学，中级，30—45岁；行政总监：8000
元/月，大专，行政管理、企业管理，30—45
岁；营销总监：8000元/月，大专，市场营销，

30—45岁；运营总监：8000元/月，大专，管理

学、企业管理，30—45 岁；科研博士：20000
元/月，博士，茶学、生物学，30—35岁。联系

人：林嘉青，电话：15859340905，地址：福安

市栖云东路150号。

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报价员、标书制作员、生产助理：6人，

3500元/月，大专，电气，30—40岁；品管员：

3500元/月，大专，电气，高级，30—45岁；设

计工程师：4000 元/月，大专，电气，28—45
岁；电焊工：6000元/月，高中，18—50岁；文

员：中专，3500元/月，28—35岁；技术文员：

3500元/月，中专，28—35岁；仓管：3500元/
月，30—45岁；搬运工：1500~3000元/月，初

中，20—50岁；销售助理：2000~3000元/月，

大专，23—40岁；采购员：4000元/月，大专，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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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实习生：20人，3000~4500元/月，中专，

电气自动化/机械设计，18—25岁；学徒工：

20人，4000元/月，初中，18—40岁；电梯工：

4000元/月，初中，机电专业，20—45岁；电气

工程师：5 人，10000 元/月，本科，机电一体

化、电气自动化，高级，30—45 岁；电工：20
人，4000 元/月，初中，机电一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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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叉车司机：4000元/月，初中，20—45岁；

产品工程师：4000元/月，大专，工科类，20—

40岁；普工：50人，4000元/月，18—40岁；质

量工程师：4000元/月，大专，20—40岁。联

系人：张秋南，电话：18350305003，地址：宁

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福宁北路28号。

喵呜文化传媒（福建）有限公司
新媒体运营：4000元/月，大专，广告学，

20—30 岁；摄影师后期：10 人，5000 元/月，

20—30岁；抖音主播艺人：30人，5000元/月，

18—35 岁；短视频编导：6000 元/月，大专，

22—35岁；前台行政：4000元/月，中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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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阿李科技有限公司

PMC 主管：5000 元/月，大专，25—45
岁；IE助理工程师：4000元/月，大专，20—45
岁；焊工：8人，6000元/月，高级，18—45岁；

湘菜厨师：6000 元/月，初中，技师，30—45
岁；货车司机：6人，4000元/月，25—45岁；行

政专员：3000元/月，大专，18—35岁；项目工

程师：6000元/月，本科，电子，25—45岁；品

质工程师：6000 元/月，大专，电子，25—45
岁；生产普工：120人，4000元/月，18—50岁；

QC测量员：40人，4000元/月，18—40岁；保

洁：10人，2000~3000元/月，30—45岁；普工/
技工：20人，4000~5500元/月，18—50岁。联

系人：陈小姐，电话：19905039682，地址：宁

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疏港路9号、12号。

宁德北大培文学校
语数英教师：10人，5000元/月，本科，学

科专业，21—50岁；保育员：5人，3000元/月，

大专，30—45岁；生活老师：5人，3000元/月，

35—50岁；保安：3000元/月，35—55岁。联

系人：汤李桂，电话：18750368867，地址：宁

德市蕉城区宁德北大培文学校。

宁德福进食品有限公司
行政文员：2500~3000 元/月，中专，文

职，20—45岁；品管员：3000~4000元/月，中

专，初级，18—45岁；生产储备干部：10人，

4000~4500 元/月，大专，25—45 岁；保安：

3000 元/月，初中，20—50 岁；生产副经理：

5000元/月，大专，生产车间管理经验，30—
45岁；电工：3000~4500元/月，初中，电工证，

25—45岁；仓务文员：3000元/月，中专，统计

学、数学专业，20—45 岁；车间文员：3000~
4000元/月，中专，中级，25—45岁；办公室副

主任：3500元/月，大专，行政管理、中文、文

秘，中级，25—45岁。联系人：林小姐、杨小

姐，电话：2952388—414，地址：宁德市蕉城

区登富路1号。

宁德宏森木业有限公司
仓库员：4500元/月，初中，20—45岁；操

作工：20 人，5500 元/月，18—55 岁；叉车司

机：4500 元/月，初中，20—45 岁；检验员：

3000~4000 元/月，高职，22—40 岁；品质主

管：4000元/月，中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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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利嘉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80人，5000元/月，高中，20—

45岁。联系人：余小姐，电话：18605935099，
地址：宁德市财富广场C区110—111。

宁德侨云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5000元/月，大专，机械相

关，20—45岁；检验员：20人，4500元/月，高

中，20—40 岁；普工：200 人，4500 元/月，初

中，18—48 岁；研发工程师：5000 元/月，大

专，电子、机械，20—40岁；项目经理/项目助

理：5000元/月，本科，英语，20—40岁；人事

专员/行政专员：3500 元/月，大专，20—40
岁；助理工程师/品质工程师：4000元/月，大

专，20—40岁；IQC（进料检验）：4500元/月，

中专，20—45岁；仓管员：4500元/月，高中，

20—45 岁。联系人：陈小姐，电话：0593—
2801599，地址：宁德市东侨开发区漳湾工业

园蔡氏水产后面。

宁德三行技研工贸有限公司
行政运营：3000~4500元/月，大专，22—

40 岁；采购助理：3000 元/月，大专，电气机

械，22—40岁；销售代表：8人，3000元/月，大

专，电气机械，18—40岁；生产普工：2500元/

月，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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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5000元/月，本科，20—40岁；

分析工程师：5000元/月，本科，化学、金属材

料，20—40岁；普工/操作工：30人，5000元/
月，初中，19—45岁；化验员：10人，4000元/
月，高职，18—35岁。联系人：余小姐，电话：

0593—8920082，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

区工业路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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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岁；技术学徒员：5人，2500元/月，高中，

18—40岁；IT智能化技术员：4500元/月，高

职，电子网络，初级，20—48 岁；文员：3000
元/月，高中，财务等，20—45岁；会计：3500~
5500元/月，中专，财务等，22—48岁。联系

人：马忠明，电话：0593—2697766，地址：宁

德市蕉城区宁川路立业大厦F幢101。
宁德市蕉城区晨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导购员：16人，4000元/月，高中，20—30
岁；储备干部：6人，4000元/月，大专，20—30
岁；培训师/讲师：3000~5500元/月，大专，人

力资源专业优先，20—30 岁；维修工程师：

4000 元/月，高中，20—30 岁；会计专员：

3000~4000元/月，大专，会计，20—30岁。联

系人：孙晓霞，电话：18959350096，地址：宁

德市蕉城区天湖东路 2号宝信城市广场 22
幢1梯701室。

宁德市聚丰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品检员：6人，3000元/月，初中，技工，中

级，18—40岁；组装技师：8000元/月，中专，

技师，高级，22—45 岁；锯床锯工：3000 元/
月，初中，普工，18—45岁；普通铣床操作工：

5 人，3000 元/月，高中，技工，18—55 岁；

CNC技术操作员：16人，3000元/月，中专，

技工、技师，18—38 岁；CNC 编程师：8000
元/月，中专，CNC 编程，高级，20—38 岁。

联系人：陈汝印，电话：13706930057，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六都村上洋中溪国道

路59号。

宁德市宁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10人，3000元/月，高中，汽车

销售，20—40 岁；销售经理：5000 元/月，大

专，汽车销售，25—40岁；配件主管：4000元/
月，仓储，25—45岁；市场经理：4500元/月，

大专，企划设计，28—40岁；会计：3500~4500
元/月，大专，会计，25—40岁。联系人：陈女

士，电话：18650533317，地址：宁德市蕉城区

金涵乡国道路101号8幢。

宁德市夏威食品有限公司
品管员：3000~4000元/月，大专，食品科

学，23—45岁；品管部副经理：4000元/月，大

专，食品科学，25—45岁；外贸业务员：3000~
4000元/月，大专，国际贸易，22—45岁；外贸

部副经理：3000元/月，大专，国际贸易，22—
45 岁；搬运工：2000 元/月，20—45 岁；仓管

员：3500元/月，中专，物流，20—50岁；内贸

业务员：3000元/月，大专，22—45岁。联系

人：兰江平，电话：0593—6100992，地址：宁

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林聪路13号。

宁德市优房世纪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租赁专员：50人，6000元/月，高职，租赁

专员，20—50 岁；人事专员：3000 元/月，大

专，有经验者，25—40岁；二手房经纪人：20
人，6000元/月，高职，20—50岁。联系人：陈

女士，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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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厂房运维主管：7000元/月，大专，

机电一体化，中级，25—45 岁；工程监理：

5500元/月，高中，初级，20—45岁；物业/厂
房运维经理：10000元/月，大专，暖通、电气、

自动化、工程管理，高级，28—45岁；维修电

工学徒：10人，5000~5500元/月，中专，机电、

机械、电工、电子类，18—30岁；电工技术员：

5人，5500元/月，初中，机电、机械、电工、电

子类，中级，20—45岁。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0593—2357568，地址：宁德市东侨开发

区新能源。

宁德沃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员：8人，5000元/月，中专，建筑工

程，20—55 岁。联系人：陈丽萍，电话：

13030901177，地址：宁德市蕉城南路 48号 4
楼。

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员主管：10000元/月，大专，25—40

岁；样品管理员：4000元/月，25—45岁；数据

员：5人，4000元/月，大专，18—40岁；测试工

程师：7000元/月，大专，25—40岁；测试技术

员：20人，5000元/月，大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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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银典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司机：3500~4500元/月，高中，21—

40岁；保安：5人，4500元/月，18—45岁。联

系人：曾小姐，电话：0593—2773518，地址：

宁德漳湾新港路1号。

宁德盈德汽车有限公司
数据员：3500~4000元/月，高职，20—40

岁；客户经理：4000元/月，大专，25—40岁；

车间主任：6000 元/月，高职，30—45 岁；出

纳：3500~4000元/月，高中，20—40岁；会计：

4000~4500 元/月，大专，财务、会计，初级，

20—40岁；销售顾问：6人，5000元/月，高中，

18—40 岁 。 联 系 人 ：翁 丽 蓉 ，电 话 ：

18750170969，地址：宁德市东侨区万安东路

9号。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普工：600人，5000元/月，初中，18—45

岁；叉车司机：60人，5000元/月，18—40岁；

机修工：11人，5000元/月，高职，18—40岁；

计划员：8人，4500元/月，大专，物流，18—40
岁；班组长：17人，5500元/月，18—40岁；IE
工程师：6000元/月，大专，工业设计，20—44
岁。联系人：朱小姐，电话：13860396603，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闽东中路海滨一号 2栋 1
梯1803。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初中数学教师：5000元/月，本科，应用

数学，22—30岁；小学数学教师：5000元/月，

本科，应用数学及理科专业优先，22—32岁；

高中数学教师：6人，6000元/月，本科，应用

数学，22—35岁；初中英语教师：6人，5000
元/月，本科，英语，22—30 岁；小学英语教

师：5000元/月，本科，英语，22—32岁；高中

英语教师：6人，6000元/月，本科，英语，22—
35岁；高中物理教师：6人，6000元/月，本科，

物理，22—35岁；初中物理教师：5000元/月，

本科，物理，22—35岁；初中生物教师：5000
元/月，本科，生物技术，22—32岁；高中生物

教师：5000 元/月，本科，生物技术，22—32
岁；前台行政总助：3000元/月，本科，22—28
岁；学业规划师：6人，4000元/月，本科，22—
32岁；高中语文教师：6000元/月，本科，汉语

言文学，22—35岁；初中语文教师：5000元/
月，本科，汉语言文学，22—32岁；高中化学

教师：6000元/月，本科，化学，22—35岁；初

中化学教师：5000 元/月，本科，应用化学，

22—32岁；高中历史教师：6000元/月，本科，

历史学，22—35岁；高中政治教师：6000元/
月，本科，政治学，22—35岁；高中地理教师：

6000元/月，本科，地理学，22—35岁；初中地

理教师：5000元/月，本科，2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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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管工：100人，5000元/月，初中，18—45

岁；BIM三维建模工程师：3500元/月，本科，

工科类，18—40岁。联系人：熊立洪，电话：

15059320081，地址：霞浦县松岗街道松山路

26号霞浦特产园。

纵通（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3500元/月，中专，26—45岁；

行政人事：3000元/月，大专，24—32岁；销售

经理：20人，3000元/月，初中，27—45岁；销

售代表：15人，4000元/月，初中，26—45岁。

联系人：林女士，电话：18950560875，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支提路1号众创空间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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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