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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100人，6000~9000元/月，联

系人：张陆一，电话：18370842542。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操作员：1000 人，5200~5700 元/月；生产

组长：100人，7500~8000元/月；生产技术员：

30人，7500~8000元/月；质检员：100人，5200~
5700元/月；设备技术员：60人，7500~8000元/
月。联系人：郭日昶，电话：18350305681。

上海汽车集团福建分公司
工业工程师：3人，待遇面谈；模修/维修

工：5人，待遇面谈；操作工：100人，3500~7000
元/月。联系人：何先生，电话：19905072390。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10人，4000~6000元/月；销售助理：

3人，4000~6000元/月；采购助理：5人，4000~
6000元/月；统计员：5人，4000~6000元/月；机

械技术员：10人，6000~8000元/月；电气技术

员：10 人，6500~8500 元/月；普工：100 人，

6000~8000 元/月。联系人：杨再发，电话：

18650562417。
福建省南阳食品有限公司

普工：30人，4000~6500元/月；原料检验：

2人，3500~5000元/月；在线品控：2人，3500~
5000元/月；统计文员：2人，3800~5000元/月；

储备干部：5人，4000~7000元/月；仓库主管：1
人，5000~7000 元/月；大区推广：10 人，6500~
8500元/月；大区新零售：10人，6500~8500元/
月；文员：1人，3500~5000元/月。联系人：薛

女士，电话：17306041805。
宁德酸柠檬食品有限公司

出纳：1人，3500~4500元/月；会计：1人，

5000~6000 元/月；平面设计：2 人，3500~6000
元/月；运营总监助理：1人，5000~6000元/月；

现烤/裱花学徒：3 人，2500~4000 元/月；储备

店长/储备干部：6人，4200~5500元/月；导购/
收银：5人，3300~4500元/月；主播：3人，待遇

面谈；视频拍摄：1人，待遇面谈；剪辑师：1人，

待遇面谈；生产操作工：10人，4000~5500元/
月；大客户经理：2人，3000~10000元/月；社群

运营专员：1人，4000~5000元/月。联系人：王

主管，电话：19996835819。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设备维修工：5人，5000~9000元/月；设备

工程师：2人，6000~10000元/月；班组长：5人，

5000~9000元/月；夹具工：5人，5000~9000元/
月；技术储备：5人，5000~9000元/月；普工：100
人，5000~9000元/月；计划员：2人，5000~9000
元/月。联系人：王婷，电话：13860396603。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师：3 人，5000~6500 元/月；普

工：30 人，5000~7000 元/月；机修技术员：15
人，5000~7000 元/月；电气技术员：10 人，

5000~7000 元/月；货车/铲车/挖机/叉车驾驶

员：15人，5000~7000元/月；机械工程师：6人，

6000~8000 元/月。联系人：张女士，电话：

0593-8928123。
宁德侨云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1人，待遇面谈；采购工程师：1
人，5000~7000元/月；品质工程师：2人，5000~
7000元/月；MC物控：1人，4000~7000元/月；

仓管/账务员：1人，底薪+加班费+补贴；普工/
检验员：50人，底薪+加班费+补贴；保安员：1
人，3300~4000元/月。联系人：陈女士，电话：

18059388177。
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测试技术员：40人，4000~6000元/月+加

班费；测试工程师：5人，6000~8000元/月+加

班费；项目工程师：5人，6000~8000元/月+加

班费；设备工程师：5人，6000~8000元/月+加

班费；数据员：13 人，4000~6000 元/月+加班

费；样品管理员：2人，4000~6000元/月+加班

费；储备干部：10 人，3400~3600 元/月+加班

费。联系人：林女士，电话：15859290681。
上海得勤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1人，7000~8000元/月；项目主

管：2人，6500~7000元/月；技术质检员：2人，

5000~5500 元/月；行政助理：1 人，4500~5000
元/月；岗位工：15 人，4000~5500 元/月；保洁

员：若干，3100~4500元/月。联系人：郝女士、

贾女士，电话：13816969739、13813004405。
宁德思客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电工：15 人，7000~9000 元/月；钳工：15
人，7000~9000 元/月；CNC 操作员：15 人，

7000~9000 元/月；CNC 编程：3 人，10000~
13000 元/月；行政主管：1 人，8000~9000 元/
月；招聘主管：1人，7000~10000元/月；仓库管

理员：5 人，6000~7000 元/月；采购员：5 人，

7000~10000 元/月。联系人：曾女士，电话：

17752807030。
宁德安兴精工有限公司

普工：2人，待遇面谈；精加工技师：10人，待

遇面谈。联系人：刘女士，电话：13055376880。
福建正德有机板材有限公司

商务专员：1人，4000~5000元/月；仓库文

员：1人，4000~5000元/月；普工：10人，底薪+计

件待遇。联系人：许惠榕，电话：13959409696。
安脉时代智能制造宁德有限公司

安装技术员：30人，6000~11000元/月；电

气技术员/电工：5人，6000~11000元/月；机修

钳工：10 人，6000~11000 元/月；装配技工：10
人，6000~11000元/月；质量检测员：2人，6000~
11000元/月；应用工程师：10人，6000~8000元/
月。联系人：唐女士，电话：18060375050。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EHS 工程师：10 人，5000~7000 元/月；业

务助理：10人，5000~7000元/月；组长：20人，

5000~7000元/月；学徒工/普工：100人，4800~

5500 元/月；工程师：20 人，5000~7000 元/月；

宿管：5 人，4500~5000 元/月。联系人：沈珍

珍，电话：13685086578。
宁德聚力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1人，3500~4500元/月；人事专

员：1人，3500~4500元/月；PMC主管：1人，5000~
6500元/月；仓管员：1人，3500~4500元/月；普工：

50人，底薪+加班待遇；QC品检员：4人，底薪+加
班待遇；项目工程师：2人，待遇面谈；ME技术员：

4人，待遇面谈；ME工程师：2人，待遇面谈。联系

人：周 ，电话：15395932535。
福建仙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工：30 人，4500~6000 元/月；品

控员：3人，4500~6000元/月；销售助理：1人，

3500~4000 元/月；销售员：5 人，4000~5000/
月+提成；外贸业务员：3 人，4000~6000/月+
提成；电商推广员：3人，4000~6000元/月；文

案策划：2人，4000~8000元/月；研发员：5人，

4000~6000 元/月。联系人：罗女士，电话：

18150223369。
福建蓝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员：6 人，4000~6000 元/月；部门助

理：1人，4000~6000元/月；预算员：3人，6000~
12000 元/月；仓管员：2 人，4000~6000 元/月；

外联助理：1 人，4000~6000 元/月；报批建专

员：2人，5000~9000元/月；施工员助理：6人，

4000~6000 元/月。联系人：周小姐，电话：

18150873173。
安吉智行物流（福建）有限公司

总账会计：1人，6000~8000元/月；物流规

划工程师：3人，4000~7000元/月；市场专员：1
人，4000~6000 元/月；调度专员：1 人，4000~
6000元/月；叉车工：若干，4000~7000元/月；普

工：若干，4000~6000元/月。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13559003590。
宁德凯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制程经理：1人，10000~13000元/月；

售后主管：1人，7000~9000元/月；IE工程师：2
人，6000~10000元/月；CNC编程：3人，8000~
10000 元/月；机械设计工程师：3 人，5000~
8000元/月；工装夹具设计工程师：1人，7000~
10000元/月；设备工程师：2人，6000~8000元/
月；跟车送货员：2人，4500~5000元/月；品检

员：6人，4500~5000元/月；普工：30人，4500~
7000元/月；业务主管：1人，6000~8000元/月；

业务员：1 人，3500~6000 元/月；焊工：3 人，

6500~8500 元/月；钳工：2 人，5000~6500 元/
月；文员：2人，4500~5000元/月。联系人：刘

小姐，电话：19905036990。
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检查员：5人，5000~7000元/月；分切工：5
人，5000~7000元/月；捆包员：5人，5000~7000
元/月；上料员：3 人，5000~7001 元/月。联系

人：罗女士，电话：15060895787。

据中新网报道“花生收获时，果实不够饱满。”“花
生进入下针期之后可以对所有地块进行培土。培土的
同时每亩施20~30公斤石膏粉，这样可以促进荚果的
发育，并且能减少空壳率、提高饱果率。到了花生生长
中后期，可以选择晴天早上或傍晚，采取叶面喷施方式
追加硼肥，增加养分。”这是在周宁县玛坑乡宝岭村，专
家根据前期收集的问题需求，带给种植户的解决方
案。由于连日低温降雨，给花生造成生理性病害，专家
现场诊断，及时开方，解决农户后顾之忧。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近日，宁德市乡村人才振兴专项小组在周宁县组织开展
“千名专家下联百村精准服务纾解民忧”专家服务乡村
振兴行动。专家服务团分成6支小分队前往狮城镇、浦
源镇、李墩镇、七步镇、泗桥乡、礼门乡、玛坑乡等7个乡
镇，开展服务活动。

活动前期广泛征集问题和需求30多个，涉及“葡
萄、水蜜桃、梨、杨梅等水果，红薯、花生、玉米、土豆等
作物，金丝皇菊、草珊瑚等中药材，茶叶及兰花的种植
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品种改良，生猪养殖，锥栗深加
工”等产业振兴方面需求；“生态农旅、红色旅游资源

开发”等文化振兴方面需求，以及“中医师带徒、心电
图解读、临床医生病例书写、用药、诊断，村财管理、法
律援助”等公共服务方面需求。

宁德市乡村人才振兴专项小组将摸排到的乡村
振兴需求进行梳理整合，派单给宁德师院、农业农村、
卫健、林业、财政等部门，遴选出相关领域的专家 18
名。每位专家根据前期收集的问题需求，结合自身专
业领域，组队前往实地开展服务。

期间，各小分队不仅走进七步镇苏家山村、梧柏洋
村、泗桥乡溪口村、李墩镇际会村、芹溪村等省级乡村

振兴试点村，还深入泗桥乡坂坑村、杨厝边村、玛坑乡
宝岭村、狮城镇虎岗村、礼门乡大林村、李墩镇际头村、
楼坪村等市级产业薄弱村，以及泗桥、玛坑、礼门卫生
院等基层医疗机构。

专家们通过讲座交流、实地察看、现场诊断等方
式，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面对面答疑解惑，讲授先
进实用技术，提供点对点服务。

据统计，专家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惠及群众达 650
多人次，现场解决问题50多个，预期增收432万元，获
得当地群众广泛赞誉。

千名专家下联百村 精准服务纾解民忧
专家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在周宁开展

据闽东日报报道 为加快高技能人才建设，宁德市
决定启动第 3 批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工作。
2021年，全市遴选建设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不超过 20
个，其中已完成建设周期并经考核合格，再次申报建设
的不超过5个。

据介绍，宁德市建设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将汇集
技能领军人才，发挥名师带徒重要作用，加快培育一批
高技能人才和青年技能骨干；组织重大技术技能革新和
技术攻关项目，解决重大技术难题；挖掘传统工艺，进行
传承、创新；开展技术交流，为高技能人才参与高新技术
开发、技术攻关、同业技术交流以及与科技人才交流、绝
技绝活和技能成果展示提供平台。

宁德市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和职业院校（含技工
院校）推荐技艺精湛、具有创新创造能力和较强带徒传
技的高技能人才领办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重点支持
推荐锂电新能源、不锈钢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铜材料
四大主导产业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已是国家级、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不再申报市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未完成建设周期的县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不得申
报。具体申报条件可查询宁德市人社局官方网站
（http：//rsj.ningde.gov.cn/）。

各县（市、区）企业（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申请设立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按属地原则，向县（市、区）人社部
门申报；央属、省属在宁企业、市属企业（行业协会）、职
业院校向所在县（市、区）人社部门报送。各县（市、区）
人社局、财政局审核同意后报市人社局；市人社局、财政
局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市人
社局、财政局研究审定并公示无异议后公布。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经费补助按属地原则，由县
（市、区）就业专项经费中安排5万元（其中评选当年度核
拨启动资金3万元，第2年考核合格后核拨2万元），用于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带徒的经费补助。对建设满3
年且评估合格的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本轮再次入选建
设的，从人才专项经费中安排5万元配套补助。

宁德启动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

本报讯 6月 15日，宁德市人社局召开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风险排查工作部署会议，专题部署风险排查现场
检查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人社系统要充分认识社保基
金安全的重要性，要把社保基金风险排查作为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任务来抓，以制度落实和程序制约为着
手点，通过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
用贪占社保基金的违法行为，推动问题纠正和制度完
善，完善社保基金安全体系。

会议要求，本次风险排查工作要全面覆盖五个险
种，重点突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做到三个必查，切实抓
好三个环节，压实责任，确保风险排查不漏环节、不落重
点；认真排查，摸清全市社保基金真实管理情况，如实反
映排查情况；要做好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做到发现问
题，立即上报，马上整改，确保风险排查工作取得实效。
此次现场检查工作要求在第一轮数据大排查的基础上，
联合驻局纪检监察组，在全市范围内抽调人社部门业务
骨干成立联合检查小组，分险种、分阶段深入各地开展
监督检查。

会议结束后，各检查小组立即入驻蕉城区开展现场
检查工作，全面启动全市社保基金风险排查现场检查工
作。 （本报记者）

宁德部署社保基金管理风险排查

本报讯 在第5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后，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霞浦县科协组织开展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多举措为科技工作者办实
事，让科技工作者成为节日的主角。

邀请县委副书记陈向汉到县农业农村局、实验小
学、疾控中心等地，走访慰问奋战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
代表，倾听科技工作者心声，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
心，要求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广大科技工
作者，努力为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学术交流等方面创造
更好的环境。

在霞浦电视台新闻栏目中设立“霞浦科技人物”专
栏，对县卫健系统、农业系统、教育系统、水利系统、农村
学会的5位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事迹进行专题
宣传报道，同步在县电视台网络平台进行宣传。

在县首家国家级学会创新驱动服务站——福建一
嘉海带苗业有限公司学会服务站揭牌日，为水产养殖工
作者举办海洋水产养殖讲座，加强行业交流，解决生产
过程技术难题。

与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科技局联
合主办2021年霞浦县科技活动周活动，为各行业系统科
技工作者深入开展群众科普实践提供平台。

（通讯员 陈怀圆）

霞浦县科协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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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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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人力资源线上招聘会参会企业岗位信息
［信息三周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