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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1年度福建省人社系统业务技
能练兵比武省级赛（宁德分赛区）比赛在宁
德技师学院举行。宁德市人社系统30名市
级赛中涌现出的“岗位练兵明星”参加比赛
（如上图）。

此次比赛以线上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
试题涵盖党史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
动关系、人事人才、人社法规、综合服务规范
等方面，旨在掀起人社系统干部的学习热
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妥善处理工学矛
盾，坚持以点带面，以“练兵比武”为契机，引
导全体干部职工全面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岗

位技能，激发工作热情，营造爱岗敬业、勤学
苦练、比学赶超、岗位成才的浓厚氛围。

参赛选手赛后表示，比赛是业务技能和综
合素质的“试金石”。他们通过前期集中培训、
个人自学、岗位竞赛等形式，线上线下“双轨并
行”，将“练兵比武”与“工作业务”有效衔接，在
完成比赛任务的过程中锻造和提升了自我。

全市人社系统将在省级赛后继续严格
落实“日日学、周周练、月月比”要求，常态化
开展“练兵比武”活动，进一步锤炼干部职工
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扎实推
进系统行风建设。

近 日 ，宁 德 市 人 社 局 党 组 书
记、局长林勤铃以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党课的方式，向全局党员干部宣
讲百年党史。

林勤铃以“学习党史践行为民初
心、奋力拼搏书写人社答卷”为题，
从“回望走过的路，深刻认识依靠人
民群众，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
以置信的奇迹”“立足当下的路，深
刻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远眺前行的路，始终牢
记提高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为民
服务的本领是人社党员干部安身立
命之本”三个方面，系统讲解了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

林勤铃强调，要把增强为民服务
意识作为必修课，聚焦就业、社保等
民生工作，抓住最需要关注群体，多
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要把实现人
民幸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全力以赴

稳就业保就业，兜牢社会保障基础，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抓好技能
人才培养；要把提升服务本领贯穿
人社工作始终，持续优化“一窗通
办”“全流程网办”审批服务，精细防
控化解资金、基金、项目、人事考试

等人社领域风险，只争朝夕干工作、
雷厉风行抓推进，推动全市人社事
业不断取得新发展。

宁德市人社局系统全体党员干
部、宁德技师学院信息工程系党支部
党员参加党课学习。

学习党史践行为民初心
奋力拼搏书写人社答卷

宁德市人社局党组书记上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宁德市人社局组织党员干部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宁德市人社局组织党员干部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日前，宁德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
长林勤铃以廉政集体谈话的方式，对班
子成员、各科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开展
廉政教育，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
识、规矩意识和法纪观念，切实形成风
清、气正、心齐的良好政治氛围。

林勤铃在谈话中强调，一要坚定
信仰，“学”在当头做功课。要拧紧理
想信念“总开关”，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上
好党性修养“必修课”，自觉以党章为
尊崇，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锤炼党
性；要吃下理论武装“定心丸”，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关键少数”带动
“绝大多数”引领“全员覆盖”。二要以
身作则，“廉”字为首树形象。要牵住
主动担责“牛鼻子”，将党风廉政建设
融入人社业务工作、日常工作，定期研
究、布置、检查；要筑牢廉政风险“防火
墙”，紧盯人社部门“少数关键”和关键
岗位，进一步梳理完善就业资金、社保
基金、人事考试安全等风险防控措施；
要念好廉洁自律“紧箍咒”，处处小心、
事事留意，在诱惑面前高度警惕，谨防
贪小利失大节。三要履职担当，“干”
字为纲惠民生。要站稳人民立场“定

盘星”，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切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要吹响安全
维稳“集结号”，加强信访维稳、网络安
全、舆情管控、基金安全等隐患排查和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化解人社领域
矛盾纠纷；要推动人社事业发展“加速
器”，切实转变作风、提振精气神，履行
好人社职能职责，持续推进就业创业、
农民工工资支付、东侨人力资源产业
园、职教园（一期）建设等重点工作，确
保各项指标任务“双过半”。

局班子成员、各科室（直属单位）负
责人共37人参加此次廉政集体谈话。

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宁德市人社局开展廉政集体谈话

非师范类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档案去向
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1.网上查询：登录宁德市人力资源网首
页→档案查询，输入姓名、毕业院校、专业等
信息即可查询；

2.手机查询：下载“闽政通”手机APP→
登录首页→服务地切换“宁德”→i宁德→毕
业生档案，输入姓名、毕业院校、专业等信息
即可查询；

3.微信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德市
人力资源市场”→找工作→档案查询，输入
姓名、毕业院校、专业等信息即可查询。

温馨提示：如急用档案，请先联系学校
和邮政部门确认档案已寄出并被档案管理
服务机构接收，然后凭机要单号或快递单号
再联系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查询和利用。

如果还有其他档案问题需咨询，可拨打
以下电话：

1.宁德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2827702（地址：宁德市蕉城南路 48
号，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一楼）；

2.蕉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8991186（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闽东中路金南门4号楼3层）；

3.古田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3883950（地址：古田县城西六一四中
路八支二弄13号古田县人社综合服务中心
四楼）；

4.屏南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8966379（地址：屏南县东环中路 159
号五楼）；

5.周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5636728（地址：周宁县狮城镇环城路
114号）；

6.寿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5528012（地址：寿宁县鳌阳镇胜利街
128号）；

7.福安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8981120（地址：福安市棠兴路806号919）；

8.柘荣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8385320（地址：柘荣县屿前路 3号行
政服务中心512）；

9.福鼎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7816988（地址：福鼎市古城南路 75
号，福祥大厦4楼）；

10.霞浦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3-8816399（地址：霞浦县松港街道赤岸
大道牛濑村43号）。

““练兵比武练兵比武””强技能强技能
宁德市人社系统举办业务技能省级赛分赛区比赛

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看过来

档案去向这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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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修/维修工：5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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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主管：7000～10000 元/月；主办会

计：5000～8000 元/月；品质检验员：3800～4500
元/月；生产仓管：3600～4500元/月；工艺工程师：

4500～6000 元/月；精加工技师：4000～5000 元/
月 ；普 工 ：15 人 ；联 系 人 ：许 女 士 ，电 话 ：

17704624465。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普工/操作工：30人，5000～7000元/月；化验

员/分析工：10人，4000～5000元/月；电工：15人，

6000～9000元/月；钳工：15人，6000～9000元/月；

行政管理推进专员：5000～7000元/月；工艺工程

师：5000～7000元/月；过程品控专员：5000～7000
元/月；品质管理专员：5000～7000元/月；联系人：

吴先生，电话：15259375557。
宁德永成双海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财务：6000～8000 元/月；质量经理：年薪 20
万～25万元；项目高级经理：15000～20000元/月；

统计文员：3500～4500元/月；巡检员：1人，4500～
6500元/月；仓管员：3500～4500元/月；联系人：小

汤，电话：18759360958。
宁德市利元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CNC技术员：10人，7500～10000元/月；铣床

技术员：10 人，7500～9500 元/月；数车技术员：

8000～10000元/月；普车技术员：6000～9000元/
月；平磨技术员：8人，8000～10000元/月；内外圆

磨技术员：6500～8500 元/月；大水磨技术员：

6500～8500 元/月；中走丝技术员：3 人，6500～

8500元/月；火花机技术员：6500～8500元/月；穿

孔机技术员、折弯机技术员：6000～8500元/月；锯

床技术员：6000～8500 元/月；龙门铣技术员：

6000～8500 元/月；双面龙门铣技术员：6000～
8500元/月；钳工技术员：4人，6000～8500元/月；

焊工技术员：6000～8500 元/月；编程工程师：

9000～14000 元/月；机加工工艺工程师：9000～
14000元/月；程序工程师：20人，8000～16000元/
月；机械工程师：20人，8000～16000元/月；视觉工

程师：10人，8000～16000元/月；机械管培生：50
人，5000～8000 元/月；联系人：田女士，电话：

18500798742。
调试工程师：58人，5000～11000元/月；电气

工程师：45 人，5000～11000 元/月；标准专员：

4000～8000元/月；装配工艺工程师：4人，5000～
11000元/月；IE工程师：5000～11000元/月；联系

人：陈女士，电话：17839218973。
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仓管：4000～6000元/月；搬运工：4000～5000
元/月；会计：4000～5000元/月；出纳：3500～5000
元/月；文员：3500～5000 元/月；质检员：3500～
8000 元/月；普工：20 人；联系人：周女士，电话：

0593-2518955。
福建亚南电机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6000～8000 元/月；储备干部：

4000～6000 元/月；内贸业务员：3500～5000 元+
提成；外贸业务员：3500～5000元+提成；普工：计

件 4000～6000 元/月；电焊工：计件 7000～12000
元/月；售后工程师：5000～8000元/月；联系人：张

女士，电话：0593-2589989。
安波电机（宁德）有限公司

装配、包装工：12人，4500～7000元/月；整形

工：4500～6500元/月；绕线工：4000～6000元/月；

外贸业务员：4000～5000 元+抽成；人事文员：

3500～4000 元/月 ；联 系 人 ：吴 先 生 ，电 话 ：

13706038929。
宁德特波电机有限公司

检验员：3500～5000元/月；数控磨床：5000～
10000元/月；数控车床：5000～10000元/月；嵌线：

若干人，5000～10000元/月；整线：若干人，5000～
10000元/月；装配：3500～5000元/月；联系人：陈

女士，电话：18759359325。
福建盛世中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搬运工：4500～5000 元/月；锅炉工：5500～

6500 元/月；捡箱：3500～5500 元/月；调机工：

5000～5500元/月；维修工：5000～5500元/月；联

系人：蒋先生，电话：19805936503。
广东招商设施宁德公司

能源工程师：10000～15000元/月；安全工程

师：10000～15000 元/月；电气工程师：10000～
15000元/月；运维主任：10000～15000元/月；高级

技师：5人，7000～9000元/月；电工：10人，5500～
7000元/月；电工助理：20人，5400元；联系人：林

女士，电话：15989270521。
安发生物科技

培训讲师：2人，5000～8000元/月；虫草菌研

发员：4000～8000元/月；菌种保藏员：4000～6000
元/月；农业技术员：4000～6000元/月；项目申报

专员：5000～8000 元/月；行政主管：4000～6000
元/月；客服主任：4000～6000元/月；产品副经理：

5000～8000 元/月 ；联 系 人 ：魏 先 生 ，电 话 ：

0593-2821008。
福建守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6000～8000元/月；项目工程师：

6000～9000元/月；检验员：4000～6000元/月；设

备学徒：4000～6000 元/月；普工：10 人，4000～
6000元/月；联系人：王小姐，电话：15822023349。

宁德康本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工艺工程师：8000～12000元/月；电气工

程师：10000～12000元/月；结构设计及CAE分析

工程师：10000～12000 元/月；材料应用工程师：

8000～12000 元/月；材料工程师：10000～20000
元/月；工艺技术员：6000～8000 元/月；会计：

5000～7000元/月；叉车工：6500～7000元/月；普

工：50人，6800～9000元/月；联系人：高女士，电

话：17338808611。
振通起重搬运有限公司

叉车工：5人,6000元/月；搬运工：20人，5000
元/月；联系人：方先生，电话：13823177407。
宁德市华强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3500～4500元/月；服务顾问：3人，

5000～7000元/月；销售顾问：10人，5000～20000
元/月；洗车工：3000～3500 元/月；机修/喷漆学

徒：6人，1000～1500元/月；机修/喷漆技师：3人；

联系人：林经理，电话：15705031811。
宁德山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暖通设计工程师：15000～20000元/月；电气

设计工程师：15000～20000 元/月；财务经理：

8000～15000元/月；暖通工程师：8000～15000元/
月；造价工程师：8000～15000 元/月；库房主管：

6000～8000 元/月；库房管理员：4000～6000 元/
月；技术部文员：4000～5000元/月；联系人：郑女

士，电话：13950170136。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人事部经理：8000～12000 元/月；跟单员：

10 人，4000～6000 元/月；维保技术员：10 人，

4000～10000 元/月；施工员：10 人，5000～20000
元/月；质安员：6 人，4000～8000 元/月；造价

员：10 人，4000～12000 元/月；一级注册消防工

程师：5 人，5000～15000 元/月；一级建造师：

6000～30000 元/月 ；联 系 人 ：陈 先 生 ，电 话 ：

17318320057。
深圳银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保安：5人，4000～5000元/月；技术员：8人，

4000～6000元/月；保洁员：10人，2800～4000元/
月；仓管主管：5000～7000 元/月；保洁主管：

5000～7000 元/月；机电工程师：5000～7000 元/
月；品质专员：4000～5000元/月；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593-2773518。
宁德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主管：5人，6000～7000元/月；水电工：10

人，4500～6000元/月；保安：5人，3000～4500元/
月；监控员：5人，3000～4500元/月；营运助理：5
人，3500～4000元/月；客服助理：3500～4000元/
月；联系人：诸女士，电话：19959355756。

宁德市德润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计划经理：6000～12000 元/月；食安经理：

6000～12000 元/月；设备经理：6000～12000 元/
月；研发主管：5000～10000 元/月；采购主管：

5000～10000 元/月；分拣主管：5000～10000 元/
月；仓储主管：5000～10000 元/月；配送主管：

5000～10000 元/月；化验员：4000～6000 元/月；

仓管员：4000～6000 元/月；客服专员：4000～
6000元/月；联系人：黄女士，电话：15060278002。

宁德德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数名；主管：数名，3500～5500元/

月；厨师：数名，6000～9000元/月；仓管：数名；男

工：数名，3075～4500 元/月；女工：数名，3000～
4500元/月；洗碗工：数名，3000～4000元/月；联系

人：陈女士，电话：1806037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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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东侨产业园开园招聘会参会企业岗位信息
[信息三周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