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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电工：100 人，初中，5000~10000 元/月，18—45 岁；管工：

100人，初中，5000~20000元/月，1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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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驾驶员：10人，5000~10000元/月，20—45岁；物流专员：16

人，大专，3500~5000元/月，20—45岁。联系人：段女士，电话：

0593-2993288。

统计员：10人，中专，3500~5000元/月，20—45岁。联系人：

黄先生，电话：0593-2993288。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
质检员：20 人，高中，3500~5000 元/月，20—35 岁；机械

工程师：3 人，高中，专业：机电相关专业优先，技能：中级，

6000~20000 元/月，25—45 岁；会计：10 人，本科，专业：财会

专业，技能：初级，4000~6000 元/月，20—35 岁；普工：1000

人，初中，4000~6000 元/月，20—40 岁；文员：5 人，大专，

3000~5500 元/月，20—35 岁；电工：100 人，初中，6000~8000

元/月，20—48 岁；业务员：30 人，大专，3500~10000 元/月，

23—35 岁；统计员：40 人，中专，3500~5000 元/月，20—35

岁。联系人：周其龙，电话：0593-6600550，地址：福安市湾坞

镇湾坞工贸区。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IE工程师：2人，大专，专业：工业设计，6000~10000元/月，

20—44岁。联系人：王婷，电话：13860396603。

班组长：17人，5500~8000元/月，18—40岁；机修工：12人，

高职，5000~8000元/月，18—40岁；叉车司机：60人，5000~8000

元/月，18—40岁；普工：600人，初中，5000~8000元/月，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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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星安汽车隔音毡有限公司
现场质保：3 人，大专，4000~7000 元/月，18—45 岁；设备

机修工：2 人，大专，专业：机电一体化，5500~8000 元/月，

20—40 岁；普工：50 人，初中以上学历，4000~10000 元/月，

18—45 岁；高位叉车工：初中，4500~6000 元/月，18—40 岁。

联系人：黄慧欢，电话：17338856807，地址：宁德市蕉城三屿

工业园区。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普工岗位：300 人，5000~7000 元/月，16—60 岁。联系

人：陈晨，电话：0593-2582738，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

港路 1号。

宁德市蕉城区质安检测有限公司
会计：本科，专业：会计与审计类专业，技能：初级，4000~

5000元/月，30—40岁；试验室工程师：2人，本科，专业：工程

类，技能：中级，7000~8000 元/月，35—45 岁；技术负责人：本

科，专业：工程类，技能：中级，8000~10000元/月，35—45岁；检

测试验员：2人，本科，专业：工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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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好帮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客服/经纪人：10人，中专，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000~6000元/月，25—50岁；育婴师：10人，初中，有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技能：初级，4000~7000元/月，30—50岁；家务保姆/

家政服务员：15人，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3000~5000元/月，

25—53岁。联系人：伊女士，电话：15160185869，地址：宁德市

蕉城区东湖路8号（福永兴超市对面九州食府二楼）。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3人，大专，5000~7000元/月，20—40岁；人事专

员：本科，专业：人力资源，5000~7000元/月，2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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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仓管：3人，初中，4500~7000元/月，18—40岁；货车司机：2

人，初中，6000~8000元/月，25—45岁；炒菜师傅：初中，专业：煮

菜，技能：高级，4000~7000元/月，20—45岁；普工：50人，4000~

6000元/月，20—55岁；后勤帮厨：2人，3500~5500元/月，18—55

岁。联系人：沈小姐，电话：13685086578，地址：宁德市蕉城区

漳湾镇疏港路168号。

宁德东恒机械有限公司
食堂阿姨：3人，3500~4000元/月，18—60岁；巡检员：8人，

高中，4500~5500元/月，18—40岁；人事主管：大专，7000~8000

元/月，25—45岁；IE工程师：2人，大专，专业：工业或机械师及

相关专业，6000~8000元/月，20—50岁；CNC技术员：5人，高

中，4000~5000 元/月，18—30 岁；B2 司机：2 人，5000~6000 元/

月，20—55岁；送货员：2人，4000~5000元/月，20—50岁；机修电

工：高中，专业：机修相关，技能：初级，6000~8000元/月，18—50

岁；普工：80 人，4000~7000 元/月，18—55 岁；仓管员：初中，

4000~5000元/月，20—50岁；品质检查员：5人，高中，4000~5000

元/月，18—35岁。联系人：谯女士，电话：13458511851，地址：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金湾路2-1号。

宁德丹诺西诚科技有限公司
产线操作员：15人，初中，专业：电子与自动化相关专业优

先，3500~5000 元/月，18—45 岁。联系人：王晓卉，电话：

18605919277，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三屿上汽工业园建设

路10号。

宁德安信化工有限公司
文员：6 人，3500~6000 元/月，20—35 岁；跟单员：3 人，大

专，3000~5000 元/月，20—35 岁；业务经理/代表：6 人，大专，

3000~8000 元/月 ，20—45 岁 。 联 系 人 ：刘 先 生 ，电 话 ：

17318368789。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支提路1号金太阳

众创空间3层。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
学徒工：20人，初中，4000~5000元/月，18—40岁；实习生：

20 人，中专，专业：电气自动化/机械设计，4000~5000 元/月，

18—25岁；电梯工：2人，初中，专业：机电专业，4000~6000元/

月，20—45岁；电气工程师：5人，本科，专业：机电一体化、电

气自动化，技能：高级技能，10000~20000元/月，30—45岁；暖

通工程师：2人，大专，专业：制冷、热能专业，技能：技师，8000~

10000元/月，25—45岁；EHS工程师：3人，本科，专业：安全专

业，技能：中级技能，10000~20000 元/月，25—40 岁；电工：20

人，初中，专业：机电一体化，4000~7000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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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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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专业：电气相关

专业，3500~5000元/月，30—40岁；出纳（工业企业）：2人，大专，

专业：财务相关专业，3500~5000元/月，30—40岁。联系人：王

小姐，电话：0593-2518955。

电焊工：2 人，高中，6000~8000 元/月，18—50 岁；文员：2

人，中专，3500~5000元/月，28—35岁。联系人：吴先生，电话：

0593-2518955。

仓管：2人，3500~5000元/月，30—45岁；设计工程师：2人，

大专，专业：电气相关专业，4000~5000元/月，28—45岁；品管

员：2人，大专，专业：电气相关专业，技能：高级，3500~5000元/

月，3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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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会计：大专，专业：会计专业，3000~5000元/月，20—45岁；

消防维保员：10人，中专，4000~8000元/月，20—50岁。质安员：

10人，中专，4000~7000元/月，20—50岁；跟单员：10人，中专，

4000~7000 元/月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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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化学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化工相关专业，4500~6000

元/月，20—30 岁；机械工程师：6 人，本科，专业：工科专业，

4500~6000元/月，20—35岁；电气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电

气、机电、自动化、电力等相关专业，4500~6000元/月，20—35

岁；铲车驾驶员：9 人，初中，技能：初级，4000~6000 元/月，

20—40 岁；机修技术员：9 人，初中，4000~6000 元/月，20—35

岁；冶金实验员：9人，中专，4000~5500元/月，20—30岁；化学

工程师：6 人，本科，专业：化工相关专业，4500~6000 元/月，

20—30岁；机械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工科专业，4500~6000

元/月，20—35岁；电气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电气、机电、

自动化、电力等相关专业，4500~6000元/月，20—35岁；冶金实

验员：9 人，中专，4000~5500 元/月，20—30 岁；铲车驾驶员：9

人，初中，技能：初级，4000~6000 元/月，20—40 岁；机修技术

员：9人，初中，4000~6000元/月，2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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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近日在全省率先将专账资金补
贴性培训对象扩大到普通本科高校、中高职
院校（含技工院校）毕业年度毕业生，支持
职业院校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相关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制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就
业创业培训，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能力。

宁德市人社部门要求，就业技能培训应重
点围绕就业求职应聘、职业发展、观念引导、心
理疏导、不同职业技能标准和不同工种具体要
求等设置培训内容，通过培训取得相应证书，
培训时长不少于 40学时。创业培训应重点围
绕创业理论常识、项目选择、企业筹办、运营管
理、风险防控、心理调节、政策解读以及新业态

创业、创业实训活动等设置培训内容，鼓励毕
业生参加创新创业职业能力考试并获得证书，
培训时长不少于56学时。

据统计，2021年，宁德市开展毕业年度学
生免费职业技能培训3036人，其中宁德财经学
校、闽东卫校分别培训 319人、480人，首次纳
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

率先扩大专账资金补贴性培训对象
宁德将中职院校毕业年度毕业生纳入补贴范围

宁德市创新欠薪投诉行政调解工作机
制，今年 6 月在全省率先实行“人社纠纷行
政调解+劳动人事仲裁审查确认”制度，实
现农民工维权成本和企业应对成本节约

“双赢”。
9月15日，田某某等18名农民工到宁德市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投诉，称被宁德市某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因中秋国庆临近，希望
尽快拿到工资回家过节。宁德市人社局行政
调解委员会征得双方同意后，及时开展调解工
作。9月 17日，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合法原
则，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并约定 9月 23日前支
付工资。为帮助农民工实现早日返乡的愿望，
消除对协议到期后公司未及时支付工资的顾

虑，行政调解委员会引导双方到宁德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行政调解转仲裁审
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审
查申请后当场受理，启动绿色通道，指定经验
丰富的仲裁员对双方提交的调解协议进行审
查，并于当日完成 18份调解书的制作，依法送
达双方当事人。

宁德创新欠薪投诉行政调解工作机制

行政调解转仲裁审查 双方当事人实现“双赢”

9 月起，宁德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新增
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含基本养老金
和职业年金）百分之百实现通过社会保障
卡发放。今后，宁德市将实行养老金社会

化发放，指定发至退休人员社会保障卡，
退休人员可通过社保卡银行账户领取养
老金。

对宁德市退休人员，社保卡合作银行

一律免新开账户工本费、短信提醒费、小
额账户管理费、跨行 ATM 取款手续费，免
行内同城及异地存取款手续费，免手机银
行和网上银行跨行转账手续费。

新增退休人员待遇通过社保卡发放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通过“宁德市智慧人
才服务平台”启动宁德市锆镁新材料企业人才
补助申请项目，服务宁德市域内注册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锆镁新材料企业人才。

锆镁新材料产业是宁德市培育的新兴产
业，为此，宁德市政府出台促进锆镁新材料产业

发展的六条措施，通过对山区县锆镁新材料产
业企业引进的人才在实施市级人才政策基础上
给予叠加支持，支持企业与著名高校、科研院所
合作，鼓励以企业为主，引进博士、教授等“高精
尖缺”人才，支持建设锆镁新材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院士工作站等措施，为锆镁新材料产业发

展，强化技术人才储备，构筑起产业人才支撑。
按规定，自2019年10月17日起，与宁德市

山区县锆镁新材料产业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理学、工学学位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可
按在宁德实际工作月数，连续 3年享受每人每
月1000元的生活补助。

锆镁新材料企业人才补助开始申请

近日，福建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组织留学回国人员前
往霞浦县开展“2021年海归英才八闽行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围绕
水产养殖、果树种植、食品加工、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和
服务（如上图）。

根据前期收集的需求，留学人员前往北壁乡东冲村、三沙镇东
山村、溪南镇半月里村等地，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察看、现场诊断等
方式，面对面答疑解惑，讲授先进实用技术，提供点对点服务。

在东冲村，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阙华勇教授为当地养殖户讲
解鲍鱼养殖技术，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郭泽镔副教授与
养殖户交流了当前市场流行的鲍鱼深加工技术。

在东山村，福建农林大学陈发兴教授分析柚子树嫁接红美
人在技术层面具备可行性，建议引进企业经营管理村集体果园；
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郭泽镔副教授介绍紫菜加工的主流
方向，推荐省内的深加工企业；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刘畅副教
授建议挖掘整合现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形成资源闭环，让游客

“引得来”“留得住”。
在半月里村，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刘畅副教授充分认可

半月里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并就如何保护乡村人文景观、民
风民俗，打造生态宜居型秀美畲村，提出建设性意见。

“海归英才八闽行”走进霞浦

根据国家疫情防控需求，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每月10日、25日举办的常态化招聘会均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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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593-296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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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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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