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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2022
年稳岗稳工促“开门红”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过落实社保减负、鼓励企业连续生产、支持企
业吸纳就业、拓展招工用工渠道、加大培训力度、强
化绩效考核等“六条措施”，进一步支持企业稳岗稳
工，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助力宁德市一季度实现“开
门红”。

通知明确，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延续实施，
将失业保险费率从 3%降低至 1%延至 2022年 4月 30
日。鼓励企业连续生产，对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
的规上工业企业，2022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
企业（2022年 2月份用电量不低于 2022年 1月份的
70%，含70%），给予一次性稳就业奖补。对企业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
社保补贴；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
的，可按人数给予每人不超过 1个月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
资金中列支。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要加强企业用工服务，
通过开展重点用工情况监测、建立企业用工服务队
等方式服务重点企业用工，组织“春风行动”等系列
招聘活动，支持企业共享用工。各类职业中介机构
（含人才中介机构）为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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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中介机构
为企业用工服务补贴标准可上浮100%，所需资金从

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鼓励各县（市、区）采取奖补
的办法，引导技工院校加大为企业培养输送技工的
力度。

通知提出，延续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政策，各
县（市、区）要用好、用足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根
据 2022年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加快推进企
业职工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按规定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通知强调，各县（市、区）要优化资金支出结构，
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企业稳岗稳工促“开门红”。
各县（市、区）一季度稳岗稳工促“开门红”政策落实
情况将纳入 2022年就业目标责任制考核，与就业补
助资金分配挂钩。

2 月 14 日至 15 日，随着厦航 MF8948、福航
FU6582、厦航MF8534三架满载来宁德务工人员的
专机先后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标志着宁德市
虎年节后跨省劳务协作“首战告捷”。这是宁德市史
上首次包机接回省外务工人员。

宁德市各级各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快速行
动、跨省招工，通过创建“无忧就业城市”，打出招工

“组合拳”，实实在在破解企业“招工难”问题。截至
目前，共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10541人，四大产业龙头
企业稳岗率达99%，其中宁德时代达到100%；全市规
上企业员工返岗17.5万人，返岗率达95%，为全市奋
力实现首季“开门红”奠定坚实基础。

早部署，出实招。宁德市 2月 1日研究出台《宁
德市服务制造业企业用工八条措施》，还配套实施
《开展服务制造业企业用工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
组织“求职不花钱、政府包吃住”等专项行动，推动各
级各有关部门早落实，全力破解宁德市制造业企业
用工短缺问题。

《八条措施》包括鼓励企业“以工引工”、实施“万人
回归”行动、加强跨省劳务协作、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开
展“点对点”直达运输、设立免费食宿中转驿站、设立学
习研修生活补助、加大用工宣传力度等8个方面。

在鼓励企业“以工引工”方面，宁德市鼓励企业
通过“以老带新”、“以工引工”方式招工，在企业既有
奖励的基础上，对企业在职员工为该市相关企业引
进劳动力，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并参加社会保险的，
按满 6个月每人 500元、满 1年每人再增加 500元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引工人数在5人以
上的给予积分制加分奖励。奖补资金由企业“先垫
后补”，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宁德市实施“万人回归”行动，鼓励村（社区）参
与劳动力输送，促进各类群体就地就近就业。对当
年新组织 10名及以上本村（社区）劳动力到该市相
关企业稳定就业 6个月以上并参加社会保险的，按
人数给予村（社区）每人500元的一次性奖励。

宁德市加强跨省劳务协作，持续扩大劳务协作

范围，与云南、贵州、四川、山西等省份建立劳务对接
机制，对当年累计输送 20名以上劳动力、毕业生来
宁德就业6个月以上（参加社会保险）的省外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院校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按输送人
数给予每人500元、总额不超过30万元的奖补，与一
次性用工服务奖补不重复享受，所需资金从就业补
助资金中列支。在省外来宁德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
地区，采取包车包机包专列“点对点”运送。在宁德
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场站设立暖心接待点，设置并
公布联络人及联系方式，为务工人员落地到求职单
位提供免费乘车服务。在宁德辖区指定宾馆设立

“企业用工中转驿站”，对今年 2月省外首次来宁德
求职人员，在求职期间，提供5天免费食宿。

招工“组合拳”打得如何？企业最有感受。“政府部
门实施八条措施，高效开展就业服务专项行动，还帮助
我们增加招聘会举办场次，分行业、分领域、分群体举
办特色专场招聘活动，为我们企业开拓新的招聘渠
道。”上汽集团乘用车福建分公司招聘经理李平第说。

2021年，宁德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44亿元，
增长 20%，占全省当期发放量的 41%，直接扶持
1365人创业，带动就业 5100多人，贷款发放量连
续两年位居全省设区市第一，实现“两连冠”。其
中古田县发放量达 1.14 亿元，为全省县域最多。
宁德市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就业人数、在金福云平
台上传资格审核名单数以及贷款线上对接数均为
全省第一。

近年来，宁德市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创
业担保贷款服务，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
贷款借款人资质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通
过召开协商会、开展督导、约谈等方式推进创业担
保贷款工作，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造血式”扶持
创业功能，支持鼓励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
等 12类人群自主创业，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量持续
保持高水平，有力促进就业创业。下一步，宁德市
将持续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工作，有效扩大贷款
规模，积极支持就业创业。

支持企业稳岗稳工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宁德出台“六条措施”助力实现“开门红”

早部署出实招 宁德创建“无忧就业城市”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

解决企业用人需求

2月9日下午，由宁德市人社局、市总工会主办
的宁德市2022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市区万达
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会共设 80个展位，吸引 80多
家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 250多个，招聘人数约
2500人。

据宁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此次招
聘会，是为解决企业用人需求，帮助就业困难人员、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困难企
业职工、脱贫人口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特别是因疫
情原因滞留就业地的困难群众找到工作。

这场招聘会是春节假期后第一场大型招聘会，
宁德时代、上汽集团福建分公司、青拓集团等宁德
市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中移铁
通、兴业银行、夏威食品等大中型企业，市征兵办、
市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联合会等在现场设有展位，
吸引许多求职者驻足咨询。

创业担保贷款量发放

连续两年实现“两连冠”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招标代理：2人，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

监理人员：2人，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造价：
1人，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办公室负责人：1
人，3000~5000元/月，年龄：18—60岁。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593-2927907，地址：宁德市东侨开发区闽东中路
10号东海商务广场4幢2—C。

上海能电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维修工：8 人，初中，专业：技术工人，技能：初级，

5500~7000元/月，年龄：25—45岁。联系人：陆晓晶，电
话：13385028085，地址：宁德市上汽集团乘用车宁德基
地项目三屿工业区。

上海得勤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项目主管：3人，中专，技能：初级，5000~6000

元/月，年龄：25—45岁；水电工：3人，中专，技能：初级，
4000~6000元/月，年龄：25—48岁；现场主管：5人，大专，
5500~6000元/月，年龄：26—50岁；保洁员：100人，3500~
4500元/月，年龄：20—60岁；质检员/PDCS：7人，中专，
专业：化学相关专业，5000~6000元/月，年龄：25—40岁；
保安：10人，中专，技能：初级，3000~5000元/月，年龄：
20—45岁。联系人：郭先生，电话：13850388200，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上汽工业园上海得勤项目部。

宁德银典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保安员：10人，4500~5500元/月，年龄：20—45岁；仓

管员：3人，高中，4000~5000元/月，年龄：20—35岁；机电
学徒：10人，初中，4000~5500元/月，年龄：20—45岁；环
保技术员：17 人，初中，4000~6000 元/月，年龄：20—45
岁；管理员：5人，大专，4000~4500元/月，年龄：20—35
岁；总务专员：1人，4000~5000元/月，年龄：20—40岁。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593-2773518，地址：宁德市蕉城
区漳湾镇新港路1号。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英语教师：6人，本科，专业：英语及相关专业，

6000~20000元/月，年龄：22—35岁；高中语文教师：3人，

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6000~20000元/月，
年龄：22—35岁；高中数学教师：6人，本科，专业：应用数
学及其相关专业，6000~20000元/月，年龄：22—35岁；初

中数学教师：4人，本科，专业：应用数学及其相关专业，
5000~20000 元/月，年龄：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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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

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员：5人，大专，5000~7000元/月，年龄：18—40

岁；测试技术员：10人，大专，5000~8000元/月，年龄：18—
40岁；测试工程师：5人，大专，技能：初级，6000~10000元/
月 ，年 龄 ：25—40 岁 。 联 系 人 ：林 女 士 ，电 话 ：
15859290681，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疏港路11号。

宁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8人，大专，专业：市场营销专业，5500~

10000元/月，年龄：25—35岁；QHSE专员：7人，本科，专
业：环境安全，4500~8000元/月，年龄：25—40岁。联系
人：黄女士，电话：0593-2818005，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
开发区闽东中路22号。

宁德沃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会计：4人，大专，专业：财务专业，技能：初级技能，

4000~4500元/月，年龄：18—45岁。联系人：陈丽萍，电
话：13030901177，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48号4楼。

宁德市远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服务顾问：6人，技校，3500~8000元/月，年龄：18—

45 岁；机修组长/技师/中工/学徒：4 人，技校，3500~
10000 元/月，年龄：18—45 岁；喷漆技师/中工/学徒：3
人，25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钣金技师/中工/
学徒：3人，25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联系人：
邓女士，电话：18905939903，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国宝路20号。

宁德市优房世纪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1人，大专，3500~5000元/月，年龄：22—

35岁；主管：40人，5000元/月，年龄：22—45岁；租赁区域
经理：1人，7000元/月，年龄：22—45岁；房产经纪人：200
人，5000元/月，年龄：18—45岁。联系人：陈女士，电话：
0593-2876666，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闽东中路
32号（联信财富广场）B1区607.608。

宁德市利元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CNC技术员：10人，初中，专业：机电一体化相关专

业，60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车床技术员：10
人，中专，专业：机电一体化，5000~10000元/月，年龄：
20—45岁；外圆磨技术员：10人，中专，专业：机电一体
化，4500~10000 元/月，年龄：20—45 岁；平磨技术员：8
人，初中，专业：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能：初级，
6000~10000元/月，年龄：18—44岁；线割技术员：5人，
4000~8000元/月，年龄：18—45岁；氩弧焊技术员：5人，
6000~8000元/月，年龄：18—45岁；铣床技术员：10人，初
中，专业：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6000~10000 元/月，年
龄：18—45岁；调试工程师：5人，5000~8000元/月，年龄：
18—45岁；电气装配工程师：20人，中专，专业：电气类专
业，5000~20000元/月，年龄：18—40岁；钳工技术员：10
人，中专，专业：机电一体化，4500~10000元/月，年龄：
20—45岁；数控车技术员：10人，中专，专业：机电一体
化，4500~10000元/月，年龄：20—45岁。联系人：田恩，
电话：18500798742，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东侨工
业集中区金湾路二号豪友集团。

宁德市惠客多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文员：3人，高职，专业：计算机专业，3000~3500元/

月，年龄：18—35岁；店长：6人，大专，专业：销售相关专
业，5000~10000元/月，年龄：25—40岁；主管：10人，高
中，专业：管理相关专业，2500~5000元/月，年龄：20—45
岁；储备人才：5人，中专，2500~3500元/月，年龄：18—35
岁；驾驶员：5人，4000~5000元/月，年龄：18—50岁；业务
员：10人，4000~10000元/月，年龄：18—50岁。联系人：
朱主管，电话：18905030730，地址：宁德市蕉城区疏港路
漳湾路口一鸣电机厂内。

宁德山水大酒店有限公司
水电工：6人，3000元/月，年龄：18—50岁；接线员：5

人，大专，3000元/月，年龄：18—45岁；行李员：6人，初
中，3000元/月，年龄：18—30岁；大堂经理：3人，高职，
3500~4000元/月，年龄：18—40岁；餐饮服务员：15人，
3000~3500元/月，年龄：18—45岁；客房服务员：15人，
3000~4000元/月，年龄：18—45岁；前厅接待员：13人，大
专，3000~4000元/月，年龄：18—45岁。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0593-2918888-206，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闽东中路
18号。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机修钳工：3人，高中，4500~6000元/月，年龄：20—

50岁；普工/操作工：30人，初中，5000~7000元/月，年龄：
19—45岁；机修钳工：8人，高中，4500~6000元/月，年龄：
2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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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工：400人，5000~6000元/月，年龄：18—55岁；仓

管：3人，初中，4500~7000元/月，年龄：18—40岁；电工：
10人，技能：初级，4000~7000元/月，年龄：18—45岁；结
构工程师：20人，大专，6000~10000元/月，年龄：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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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e 工程师：5 人，大专，5000~8000 元/月，年
龄：18—45岁；焊工：30人，技能：初级技能，7000~10000
元/月，年龄：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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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福进食品有限公司
网络管理员：1人，高职，专业：计算机专业，4000~

5000 元/月，年龄：20—45 岁。联系人：林小姐、吴小
姐，电话：0593-2952388-415，地址：宁德市蕉城区登
富路 1号。

宁德昌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5人，3000~10000元/月，年龄：18—40岁；

新媒经理：1人，50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网络
主播：2人，50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外呼专
员：3人，4000~7000元/月，年龄：18—45岁；网销顾问：3
人，4500~7000元/月，年龄：18—45岁；市场专员：1人，
4000~5000元/月，年龄：22—40岁；服务顾问：3人，4000~
6000元/月，年龄：18—45岁；维修技师：4人，5000~10000
元/月，年龄：18—45岁；备件主管：1人，6000~8000元/
月，年龄：24—45岁；备件专员：1人，3500~4000元/月，年
龄：18—35岁。联系人：商沂，电话：17759353513，地址：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疏港路1号远德厂区1幢11号。

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化验员：30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

8000~10000元/月，年龄：22—45岁；巡检员：20人，大专，
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8000~10000元/月，年龄：
22—45岁；操作员：100人，6000~10000元/月，年龄：22—
45岁；制程质量控制工程师：5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
或冶金专业，7000~10000元/月，年龄：22—45岁；文控：1
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7000~10000元/
月，年龄：22—45岁；来料质量控制工程师：5人，大专，专
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8000~20000 元/月，年龄：
22—45岁；测试工程师：5人，本科，专业：应用化学、工业
分析、冶金、环境、生物、医药等化工相关专业，6000~
8000元/月，年龄：22—45岁；审计师：5人，本科，专业：审
计、会计或相关专业，技能：中级，8000~10000元/月，年
龄：22—45岁；机修工：10人，10000~20000元/月，年龄：

22—45 岁；机修电工：10 人，10000~20000 元/月，年龄：

22—45岁；叉车司机：5人，8000~10000元/月，年龄：22—
45岁；保安：20人，7000~8000元/月，年龄：22—35岁；成

本会计：5人，本科，专业：会计专业，技能：中级，8000~
10000元/月，年龄：22—45岁；安全员：10人，大专，专业：
安全、环保、化学工程专业，4000~6000元/月，年龄：22—
45岁；质量体系工程师：1人，7000~10000元/月，年龄：

25—45岁；计量工程师：1人，大专，6000~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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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人力资源线上招聘会参会企业岗位信息
［信息三周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