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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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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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印发《响应“宁德
服务”、打造“一流人社”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以提升行政效能，优化
营商环境，在全面打响“宁德服务”中奉献
人社力量。

推行人社服务快办
打造称心人社服务

全市实施人社服务10个“一件事”打包
办、20个高频事项提速办、30个异地事项跨
省办，协同推进特殊情况上门办、服务下沉
就近办，积极探索“免申即办”，以社会保障
卡为载体推行“一卡办”。统一经办服务标
准，推行同城通办，事项“无差别受理”。

创新窗口服务形式，开展预约服务、延
时服务、上门服务；推行“政策找人”服务，
不定期进行人社部门各个业务系统及其他
数据比对，通过比对初步筛选出符合申领
人社补贴或待遇的对象，通过短信等方式
告知及时申请，推动政策应享尽享、尽早兑
现。

为80周岁以上老年人、重病、重度残疾
人等行动不便的参保人员以及无法通过人
脸识别的待遇领取人员建立服务台账，及
时通知乡镇、村（社区）经办人员根据需要
主动提供上门服务。

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打造舒心人社服务

将社保卡服务网点向重点企业延伸，
为企业员工提供近距离、便捷的社保卡服
务。建设电子社保卡综合应用服务平台，
完善社保卡线上线下服务能力。

建立完善涵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
征集、考生报名、资格审核、笔试、资格复

核、面试、体检、考核、聘用等流程环节一体
化信息管理平台，提升用人单位与人社部
门对接效率，实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程序化、信息化。

围绕重点企业发展
打造暖心人社服务

推行“链条式”服务省际招工用工，在
云南、贵州、四川等省重点市县成立“劳务
协作服务站”，创设“一企一地一站”全链条
用工服务模式，形成“定点招工、定向输送”
的劳务协作机制。

推行“管家式”服务本地招工用工，开
展“一企一策”用工服务，设立企业用工服
务热线，在政府门户网开通“重点企业招聘
专栏”；组织企业在火车站、汽车站、重点乡
镇设立招聘点。

“一企一方案”指导开展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大力推动重点企业设立企业培训
中心、申报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自主开展技
能人才评价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对取得技
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规定
给予相应补贴。

聚力人才引培工作
打造贴心人社服务

做好“天湖人才”、柔性引才、企业高层
次人才自主评价认定等人才项目审核认
定，充分发挥宁德市智慧人才服务平台、人
才驿站服务功能，加速推进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数字化工作，提升“互联网+公共服
务”档案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一点存档”、

“多点服务”工作新模式。加强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服务工作，培养产业青年科技人才
队伍。

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建立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和专业性、行业性市
场。积极培育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吸引有实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来宁德
开展业务。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打造安心人社服务

深入推进“无欠薪项目部”提升工作，
规范劳动监察就业维权服务平台建设，促
进在建工程项目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推
动企业工资支付主体责任落地落实。开通
劳动保障监察专递，探索建立电子取证工
作室，通过网络视频开展调查询问在内的
远程取证。

优化企业用工管理，推进企业民主协
商和文化建设，深化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
导，推动《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在企业
落地运用。

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前哨”作
用，提前介入申请仲裁的案件，通过“温和
缓解、温馨调解、温情化解”的方式，建议
劳动者和企业走调解程序。建立定期回
访制度，实现仲裁机构与企业的良性互
动。

宁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响应“宁德服务”、打造“一流人社”工作，是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是人社部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
要工作。接下来，市人社局将在服务过程
中全力做好政策落实，高度重视解决企业
在引才用工、技能培训、技术创新、社保缴
纳、劳动维权等人社服务方面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做到“无事不扰、有事不推”“说到
做到、服务周到”。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蕉城区人
社局、宁德技师学院分管领导、相关
部门负责人一行深入上汽集团福建
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汽），与上汽工作
人员深入交流，听取介绍产业工人队
伍结构情况和技能人才培养规划。

根据上汽劳务派遣员工占多
数的用工特点，人社部门详细解读
了企业简易岗前培训、岗前培训、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以及劳务派遣
员工培训规范，专门指导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操作办法和企业技能
等级认定办法，引导上汽科学克服
工学矛盾。

随着宁德市主导产业快速发展，
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
求与日俱增，宁德市人社局主动靠
前，针对龙头企业产业工人队伍结
构、技能人才需求情况针对性制定服
务方案，为企业“量身定做”技术工
人、技能人才培训方案，指导企业充
分发挥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

为企业面对面送政策解难题

提升行政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
宁德市人社局为打响“宁德服务”奉献人社力量

12月20日，宁德时代博士后团队
在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创
新组总决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

宁德时代博士后团队参赛的高
比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解决新能
源汽车电池的续航问题。项目负责
人叶永煌介绍说，目前常见的新能源
汽车续航里程在200~700千米，而“高
比能锂离子动力电池”落地实施后，
能够实现1000千米的续航里程，兼顾

高比能、高安全、长寿命，追求“畅行
千里 十年无忧”。

据介绍，宁德市自实施博士后制
度以来，紧紧围绕“人才强市”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博士后工作，
涌现出一批敢于拼搏、勇挑大梁的高
层次青年科技人才。截至 2021年 12
月，共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6家，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4家，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累计进站35人，出站11人。

宁德时代博士后团队获金奖

近日，宁德市在东侨经济技术开
发区宁德大东海翡翠湖小区项目部
开展“根治欠薪法治宣传暨集中接访
日”活动，以加强根治欠薪宣传引导，
营造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浓
厚氛围。

活动以“法治宣传+联合接访”形
式进行，现场张贴欠薪线索反映平台
二维码，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
疑、受理投诉举报等方式，为广大劳
动者提供维权服务，累计发放《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各类宣传资
料 1200余份，接受相关法律咨询 50
余人次，受理举报投诉3件。

下阶段，宁德市将继续扎实推进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进一步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深入开展欠薪隐患排
查整改、欠薪违法行为查处等工作，
确保欠薪投诉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依法维护好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让
农民工及时拿到应得工资，安心返乡
过年。

推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德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继保试验员：12人，大专，专业：电力

相关专业，技能：初级，6000~10000元/月，

年龄：18—45岁；资料员：12人，大专，专

业：工程相关专业，3500~7000 元/月，年

龄：18—45岁；项目经理：2人，大专，专业：

一级建造师（机电专业），技能：中级，

10000~20000元/月，年龄：30—45岁；安全

员：2 人，高职，4500~7000 元/月，年龄：

18—40岁；施工员：5人，专业：电力相关专

业，50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变

电安装员：3人，大专，专业：电力相关专

业，7000~10000 元/月，年龄：18—45 岁。

联系人：陈灼洪，电话：0593-2561788，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94号泓源国际

8楼。

东兴证券宁德蕉城北路营业部
理财顾问：20人，本科，3500元/月，年

龄：20—40 岁。联系人：谢世英，电话：

13959395937，地址：宁德市闽东中路32号

联信财富广场B1栋6层。

福安市百卉云商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专员：3 人，本科，专业：行政管

理，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综

合法务专员：2人，本科，专业：法学，3000~
5000元/月，年龄：18—60岁；综合人资专

员：3人，本科，专业：人力资源管理、行政

管理，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

助理会计：2人，本科，专业：会计学、财务

管理，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

联系人：袁玮璇，电话：13950593498，地
址：福安市街尾中南大厦7楼。

福建爱宝时电机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20人，本科，专业：国际

贸易，4000元/月，年龄：25—35岁；运营美

工专员：12人，本科，专业：平面设计类，

4000~10000元/月，年龄：23—35岁；车间

主任：2人，中专，专业：生产管理，6000~
20000元/月，年龄：25—45岁；电焊组装工

人：10人，专业：电焊，5000~10000元/月，

年龄：20—45岁；仓库管理员：6人，高职，

专业：仓储管理，3500~6000元/月，年龄：

25—35岁；采购专员：4人，大专，专业：采

购，3500~10000元/月，年龄：25—35岁；行

政专员：4人，大专，专业：行政文职，3500~
7000元/月，年龄：25—35岁；国际贸易业

务员：120 人，大专，专业：英语，4000 元/
月，年龄：23—35岁。联系人：林海芳，电

话：15395931699，地址：福安市铁湖工业

区金信路7号。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工科专

业，5000~6000元/月，年龄：18—35岁；电气

技术员：15人，初中，6000~10000元/月，年

龄：18—48 岁；机修技术员：15 人，6000~
10000元/月，年龄：18—48岁；冶金工程师：

15人，本科，专业：工科专业，7000~8000元/
月，年龄：18—40岁；机械工程师：10人，本

科，专业：工科类，6000~8000元/月，年龄：

18—35岁；化学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化

学化工类、环境类、生物类等，6000~8000
元/月，年龄：18—35岁；冶金技术员：25人，

初中，6000~10000元/月，年龄：18—48岁；

普工：50人，初中，6000~10000元/月，年龄：

18—48 岁 。 联 系 人 ：张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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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强宇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普工：12人，4500~8000元/月，年龄：

20—50岁；技术员：2人，大专，专业：机械、

模具类专业，3500~5000元/月，年龄：20—
45岁；文员：1人，大专，3500~4500元/月，

年龄：20—45岁。联系人：梁先生，电话：

18150208250，地址：寿宁县犀溪际武工业

集中区。

福建省霞浦县众源机械有限公司
超硬材料技术员：3人，大专，专业：粉

末冶金或超硬材料相关专业，4000~6000
元/月，年龄：18—50岁；内贸业务员：5人，

3000~5000元/月，年龄：18—50岁；外贸业

务员：10人，大专，专业：英语，3000~6000
元/月，年龄：18—50岁；机械设计师：5人，

大专，专业：机械设计，4000~6000元/月，

年龄：18—50 岁；钳工/电焊工：10 人，

4500~6000元/月，年龄：20—50 岁；车床/
铣床工：10 人，4500~6000 元/月，年龄：

25—50 岁 。 联 系 人 ：江 长 斌 ，电 话 ：

15259388111，地址：霞浦县松港街道后洋

3号。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仓库录单员：1 人，中专，4000~6000

元/月，年龄：25—45岁；部门文员：1人，大

专，4000~5000元/月，年龄：23—45岁；跟

单员：20人，中专，4000~6000元/月，年龄：

23—45岁；消防维保员：30人，高中，4000~
6000元/月，年龄：23—50岁。联系人：阮

女士，电话：17318320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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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机修工：8人，大专，专业：机械制造、

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10000~20000 元/
月，年龄：20—36岁；电气工程师：10人，大

专，专业：电气自动化专业，10000~20000
元/月，年龄：20—36岁。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5105010274，地址：福安市湾坞镇

上洋村。

宁德阿李科技有限公司
ME工程师：1人，大专，岗位职责：负

责公司新生产设备的导入跟进及验收，技

能：初级，6000~10000元/月，年龄：18—40
岁；PE技术员：1人，高中，岗位职责：协助

工程师完成现场验证、协助跟进产品生产

情况、配合现场产品异常问题汇总，4000~
6000 元/月，年龄：20—40 岁；生产普工：

120人，4000~6000元/月，年龄：18—50岁；

QC 测量员：40 人，4000~6000 元/月，年

龄：18—40 岁。联系人：周小姐，电话：

19905039682，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疏港路9号、12号。

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仓管员：4人，高中，6000~8000元/月，

年龄：22—45岁；成本会计：4人，本科，专

业：会计专业，技能：中级，6000~10000元/
月，年龄：20—45岁；保安：8人，6000~8000
元/月，年龄：20—35岁；消防保安：8人，初

中，技能：中级，7000~8000 元/月，年龄：

20—35岁；电工：10人，7000~10000元/月，

年龄：20—45岁；叉车工：5人，初中，6000~
8000元/月，年龄：20—45岁；操作员：100
人，初中，6000~10000元/月，年龄：20—45
岁；安全员：5人，大专，专业：安全工程、化

工工艺专业，4000~6000元/月，年龄：22—
45岁；制程质量/过程质量控制工程师：3
人，大专，专业：材料、粉末冶金等相关专

业，7000~10000元/月，年龄：25—45岁；质

量体系工程师：2人，大专，6000~8000元/
月，年龄：22—45 岁；来料质量控制工程

师：2人，本科，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

业，6000~10000元/月，年龄：22—45岁；文

控专员：1人，大专，专业：管理类或理工科

类，6000~8000元/月，年龄：22—45岁；物

料计划专员：4 人，大专，6000~10000 元/
月，年龄：22—45岁；消防工程师：2人，大

专，专业：安全、环保、化学工程专业，

8000~10000元/月，年龄：25—45岁；资金

专员：2人，本科，专业：会计专业，6000~
8000元/月，年龄：25—40岁；助理生产运

营工程师：4人，大专，6000~8000元/月，年

龄：22—45岁；环保主管：1人，本科，专业：

环境工程、冶金工程、化学工程等相关专

业，10000~20000元/月，年龄：28—45岁；

环保工程师：2人，本科，专业：环境工程、

化工、冶金等相关专业，8000~10000 元/
月，年龄：25—45岁；安全工程师：2人，大

专，专业：安全、环保、化学工程专业，

8000~10000元/月，年龄：22—45岁；电气

工程师：2 人，大专，专业：自动化相关，

8000~10000元/月，年龄：25—40岁；自动

化工程师：4人，本科，专业：自动化相关，

8000~10000元/月，年龄：26—45岁；资产

会计：2人，本科，专业：会计专业，技能：中

级，7000~10000元/月，年龄：25—45岁；造

价工程师：2人，大专，专业：工程造价或工

程管理等相关专业，8000~10000元/月，年

龄：22—45岁；IT开发工程师：2人，本科，

专业：会计专业，10000~20000 元/月，年

龄：25—45 岁。联系人：蔡先生，电话：

18859398003，地址：福鼎市龙安工业区邦

普五金店附近。

宁德汇众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机修工/设备维修工：6 人，大专，专

业：机电，6000~10000元/月，年龄：18—40
岁；操作工：50 人，初中，5000~10000 元/
月，年龄：18—45岁。联系人：薛小姐，电

话：0593-2090019，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

都镇建设路2号。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Sqe工程师：5人，大专，5000~8000元/

月，年龄：18—45岁；数据员：1人，高中，

3000~5000元/月，年龄：20—35岁；注塑产

品设计项目工程师：2 人，大专，6000~
10000 元/月，年龄：25—45 岁；品检员：5
人，高中，3000~6000 元/月，年龄：20—35
岁；技术员：1人，高中，3000~6000元/月，

年龄：20—40岁；CNC操作员：3人，初中，

3000~6000元/月，年龄：20—45岁；普工：

50人，4000~6000元/月，年龄：20—55岁；

焊工：30 人，技能：初级，7000~10000 元/
月，年龄：18—50岁；电工：10人，技能：初

级，4000~7000元/月，年龄：18—45岁；仓

管：3 人，初中，4500~7000 元/月，年龄：

18—40岁；结构工程师：20人，大专，6000~
10000元/月，年龄：18—45岁；生产主管：

10人，中专，5000~8000元/月，年龄：20—
45岁；折弯：10人，5000~7000元/月，年龄：

18—45岁；数冲：20人，4500~6000元/月，

年龄：18—50岁；打磨工：5人，4500~6000
元/月，年龄：18—55岁；IE工程师：10人，

大专，专业：工业工程、土木工程，5500~
10000元/月，年龄：1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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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蓝鲸家年华娱乐有限公司
店员：60人，3500~4000元/月，年龄：

18—45 岁 。 联 系 人 ：乐 丽 婷 ，电 话 ：

13599199948，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

区德润尚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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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