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宁德市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
农业小分队深入寿宁县坑底乡上东村和
小东村现场指导杭椒和板栗南瓜生产
（如图）。

专家小分队一行在实地查看寿宁县
人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上东村杭椒种植
基地生产情况时，发现种植的杭椒存在
死株现象，专家根据病症为杭椒种植提
出科学建议。

在小东村板栗南瓜种植基地，专家
们针对近段时间持续强降雨，板栗南瓜
管理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科学解决方
案。

宁德市实施“十百千万”专家服务乡
村振兴行动以来，农业小分队的专家们
送品种、送技术、送服务，持续发挥科技
推动作用，让科技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全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宁德市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农业小分队赴寿宁坑底

送品种 送技术 送服务

32021年8月25日
责编：冯聪颖 邮箱：hxrcbfcy@163.com 宁德专版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蕉城区支公司
银行客户经理：10 人，大专学历，3000～8000

元/月 ，22-40 岁 。 联 系 人 ：李 女 士 ，电 话 ：

18060364111。
综合金融客户经理：10人，高中学历，3000～

10000 元/月，22-40 岁。联系人：叶经理，电话：

1865058005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中国人寿大楼。

福建一家先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保洁员：10人，2500～4000元/月，18-58岁；行

政会务员：1人，中专学历，4000元/月，20-40岁；视

频剪辑：1 人，3000～5000 元/月，18-40 岁。联系

人：宋建安，电话：18559352150，地址：宁德市蕉城

区长兴城A区3幢701室。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制图员：2人，大专学历，暖通、给排水、电气等

专业，3000～6000元/月，23-40岁；部门经理：1人，

中专学历，8000～10000 元/月，30-50岁；预算员：10
人，大专学历，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给排

水、暖通设计、电气自动化专业，4000～10000元/月，

20-45岁；消防维保员：10人，中专学历，4000～8000
元/月，20-50 岁；维保巡查员：10 人，4000～6000
元/月，18-50 岁；维保点检员：20 人，初中学历，

4000～6000元/月，18-50岁；质安员：10人，中专学

历，4000～7000元/月，20-50岁；跟单员：10人，中

专学历，4000～7000 元/月，20-45 岁；施工员：10
人，大专学历，8000～10000元/月，2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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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绿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 售 工 程 师 ：10 人 ，大 专 学 历 ，3500～

8000 元 /月 ，20-40 岁 。 联 系 人 ：叶 少 芳 ，电

话：1385967889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南湖滨

路 2 号龙威经贸广场 2 号楼 12 层。

宁德世纪恒美传播有限公司
采编人员：3人，大专学历，3000～3500元/月，

20-35岁。联系人：林女士，电话：15892134370。

策划人员：1人，大专学历，3000～5000元/月，

20-40岁。联系人：周飞扬，电话：13489028467。

新媒体编辑：10人，专科学历，3000～4000元/月，

20-40岁。联系人：林小姐，电话：0593-2827005，地

址：宁德南站公交大楼附属楼2楼。

宁德市蕉城区质安检测有限公司
会计：1人，本科学历，会计与审计类专业，初级职

称，4000～5000元/月，30-40岁；试验员：1人，本科学

历，工程类专业，4000～6000元/月，25-35岁；试验室

工程师：2 人，本科学历，工程类专业，中级职称，

7000～8000元/月，35-45岁；技术负责人：1人，本科

学历，工程类专业，中级职称，8000～10000元/月，

35-45岁；检测试验员：2人，本科学历，工程类专业，

4000～6000元/月，20-35岁。联系人：马先生，电话：

15980398535，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鹤峰北路9号。

宁德星龙互娱传媒有限公司
运营主管/助理：9人，3000～10000元/月，18-35

岁。联系人：林女士，电话：18650549531，地址：宁德

市蕉城区万达华城B区7号楼3101。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地理教师：2人，本科学历，地理学相关专

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政治教师：1
人，本科学历，政治学相关专业，6000～20000元/月，

22-35岁；高中历史教师：1人，本科学历，历史学及

其相关专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化

学教师：2人，本科学历，化学及其相关专业，6000～
20000元/月，22-35岁；高中语文教师：3人，本科学

历，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6000～20000 元/月，

22-35岁；高中英语教师：6人，本科学历，英语及相

关专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中数学教

师：6人，本科学历，应用数学及其相关专业，6000～
20000元/月，22-35岁；初中数学教师：4人，本科学

历，应用数学及其相关专业，5000～20000 元/月，

22-30岁；初中英语教师：6人，本科学历，英语及相

关专业，5000～20000元/月，22-30岁；高中数学老

师：4人，本科学历，中级职称，6000～10000元/月，

22-30 岁；高中英语老师：4 人，本科学历，3000～
8000元/月，22-30岁；高中物理教师：6人，本科学

历，物理相关专业，6000～20000元/月，22-35岁；高

中生物教师：2人，本科学历，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

5000～10000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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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

近日，由福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柘荣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山海协作单位）联办的“2021
年大中专毕业生招聘会暨宁德时代等重点项目（企业）
用工服务招聘会”在福鼎市红星美凯龙广场举行。

本次招聘会是福鼎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认真落
实“六保”任务，统筹做好大中专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切实做好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用工服务的具体举
措，福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政府副市长蔡梅荣、
市政府党组成员陈晓龙到现场指导。同时，本次活动也
是福鼎、柘荣两地人社部门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
实”活动、共同推进“山海协作”协同发展的实际措施和
内容。

招聘会吸引福鼎、柘荣70多家知名企业参加，提供
6000多个岗位，涵盖新能源、福鼎白茶、化油器、合成
革、电子商务、酒店服务等行业，2000多名求职者前来
应聘。

据悉，福鼎市人社部门将通过“福鼎就业微信公众
号”“每月 28日招聘会”持续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求职
招聘服务，全力为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免费供
需见面平台，力促福鼎市劳动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制定《优化企业用工服
务八条措施》，继续做好保企业稳就业工作，切实缓解宁
德市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针对当前企业面临的用工问题，宁德市重点突出
“服务”理念，着力就业“稳定”，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
产业加快发展。《八条措施》涵盖完善用工服务机制、开
展区域劳务协作、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培育、积极开展共
享用工、实施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全面推行企业新
型学徒制、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实施产教融合专项
行动等8个方面内容。

完善用工服务机制。发挥数据共享平台作用，建立
政企双向互动机制，不定期走访主导产业企业，动态掌
握主导产业企业当前用工现状、招工需求。鼓励企业

“走出去”招聘员工，对该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其授权
委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到宁德市外招聘员
工的，给予每家企业省内1000元、省外2500元的一次性
补贴。

开展区域劳务协作。市和用工量较大的县（市、区）
联动，与省外主要劳务输出地的市、县、区对接，建立劳
动力规模化输转该市的劳务协作基地。对于协作地劳
务输出乡镇、村劳务经济合作社等组织为该市企业输转
劳动力（初次来宁德就业），并稳定用工 6个月以上的，
按引进人数500元/人的标准给予每年总额不超过20万
元的补贴。

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培育。发挥东侨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和福鼎市人力资源产业园作用，为该市主导产业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保障和支撑。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含
人才中介机构）为该市企业引进劳动力且稳定用工6个
月以上，按引进人数 500元/人的标准给予相关机构补
贴。经该市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备案确认，可提高对中
介机构为企业在用工短缺高峰期用工服务补贴，补贴标
准可上浮100%。

积极开展共享用工。鼓励行业协会、社区基层人社
服务平台、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等搭建用工调剂平台，对
阶段性用工需求量较大的企业与生产不饱和、富余员工
较多的企业开展共享用工。对向人社部门备案、一次性
调剂 5 人以上、调剂用工时间 2 个月以上，按照每人
1000元标准给予调出员工企业每年总额不超过20万元
的补贴。对委托第三方开展用工调剂的，由第三方申
请，补贴资金分配由调出员工企业与第三方协商确定。

实施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大力推动企业设立
企业培训中心、申报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自主开展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推进企业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对取得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的，按规定给予 500～3000元职业培训补贴，其中列入
重点产业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的职业（工种），培训补
贴标准提高30%。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大力度在企业开展
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
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组织企业技能岗位新招用和
转岗人员参加学徒制培训，发展壮大产业工人队伍。按
照中级工班每人每年 5000元、高级工班每人每年 6000
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鼓励支持企业组织各类
职业技能竞赛，对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的单位给予
资金补助。市级一类赛按A类、B类、C类三档分别给
予 5万、4万、3万元补助，市级二类赛按市级一类赛C
类补助 3万元。对在市级一类赛各职业（工种）个人赛
决赛获得第 1名的选手，授予“宁德市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对获得第 2—10名的选手按规定晋升相应职业
技能等级。

实施产教融合专项行动。大力推进职教园建设，
坚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发展为宗旨”办学理
念，以培养中高级产业技能人才为目的，打造融合产、
学、研、训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建设东侨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三都澳经济开发区三屿工业园区职业
技能提升中心，于 2021 年底之前完成建设并投入运
营，力争每年培训产业工人 3000人次以上，将人才培
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直通工业园区企业，打造全市技能
培训示范标杆。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召开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半年工作分析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和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全省人社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宁德市委、市
政府的工作部署，盘点上半年成绩，研判下半年形
势，部署下阶段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勤铃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上半年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
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人社系统认真贯彻
落实宁德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拓

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持续抓实
“六稳”“六保”，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庆祝
建党 100周年做出人社领域优异成绩，为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奠定人社领域坚实基础。

会议分析了当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进
一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任务，要求全市人社系统
要紧扣省人社厅和宁德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紧
盯目标不放松，坚持“走前头、争第一”，抓紧每一天、
干好每个月，力争高标准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全市人社系统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立足本职、着
眼全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推进人社工作，为

“十四五”开好局、“宁德篇章”起好步贡献人社力量。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局领导班子成员和

各科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东侨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社局领导班子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
（市、区）人社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各股室（单位）主要
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会上，市局领导布置分
管领域重点工作，蕉城区、古田县、福安市、福鼎市
人社局主要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紧盯目标不放松 高标准完成任务
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半年工作分析会议召开

缓解企业用工难题
助力产业加快发展

宁德市多措并举优化企业用工服务

山海协作服务重点群体就业
福鼎市举办毕业生暨重点项目（企业）

用工服务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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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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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