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
者评价推荐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是 2000年 1月由福建
省委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
单位，主要从事社会化考
试、人才测评、管理咨询、研
修培训、经营管理人才评
价、人才背景调查以及福建
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等服
务的专业机构，隶属于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中心开展
的主要业务有：

一、提供专业的社会化
考试服务。中心拥有专业
的社会化考试命题、面试专
家队伍和考务工作人员队
伍，建有社会化考试题库管
理系统、企事业单位公开招
考报名系统、面试评分系统
和面试抽签系统，拥有先进
的无纸化考试技术，承接省
内外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委托的招考命题出卷
阅卷、笔试面试考务组织实
施等项目。

二、提供科学的人才测
评服务。中心拥有科学、专
业、实用的PC端、手机端人
才测评系统和一支专业的
测评专家队伍，具有丰富的
人才测评服务经验，常年为
用人单位开展岗位素质、能
力素质、心理素质、就业指
导、公共职业等方面专业化
人才测评与专家工作坊服
务。测评业务涵盖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招聘考核、选拔
晋升、人事调配、定岗安置、
组织调整、人员盘点、培训
提升等，单位员工或个人心
理健康、个性性格测评，高
校毕业生就业、高考志愿填
报前的个人职业兴趣、职业
倾向、职业适应度测评咨询
服务等。开展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评价与人才背景调
查服务。

三、提供个性的管理咨
询服务。中心拥有一支专
业的管理咨询专家队伍，根
据客户需求，为企事业单位
提供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组
织设计、工作分析、薪酬体
系设计、绩效考核管理、培
训体系搭建等专业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服务。

四、提供订制的经营管
理研修。中心整合省内外经
营、管理、经济、金融、人文等
领域雄厚的高校、企业的教
学力量及科研管理机构的知
名实战专家，提供订制化研
修培训服务项目；受党政有
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委托，
组织或承办中高级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研修、企业家人才
专题研修、职业经理人培训
研修等，致力于培育优秀企
业经营管理者，提升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五、提供统一的职业技
能认定服务。中心负责福
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
统一认定的组织安排工作，
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试卷、
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书核
发的工作方式组织实施统
一认定。目前，统一认定的
职业（工种）范围：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
员、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
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电子
商务师、物流服务师、采购
员、营销员、物业管理员、房
地产策划师、客户服务管理
员、职业指导员、创业指导
师、会展设计师、广告设计
师、室内装饰设计师等17个
职业及其所属工种。

联系方式：
1.考试服务咨询电话：

0591-87383113、88208224；
2.人才测评、背景调查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6；

3.管理咨询、研修培训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1；

4.职业技能认定服务
咨询电话：0591-87383141、
87383162。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

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7#

楼13层（邮编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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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宁湾食品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6人，22-45岁，月薪 5000～10000元；品

管：1人，大专，22-40岁，月薪 3500～4500元；车间辅助

工 ：1 人 ，22-45 岁 ，月 薪 4000～6000 元 。 电 话 ：

15280650293 陈先生。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普工：400人，18-55岁，月薪 5000～6000元；电工：

10人，18-45岁，月薪4000～7000元；结构工程师：20人，

大专，18-45岁，月薪6000～10000元；折弯：10人，18-45
岁，月薪 5000～7000 元；数冲：20 人，18-50 岁，月薪

4500～6000元；打磨工：5人，18-55岁，月薪4500～6000
元；IE工程师：10人，大专，18-45岁，月薪 5500～10000
元；sqe 工程师：5 人，大专，18-45 岁，月薪 5000～8000
元；焊工：30人，18-50岁，月薪 7000～10000元。电话：

13685086578 沈小姐。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电气技术员：10人，初中，低压电工证，18-48岁，月

薪 6000～8000元；机修技术员：15人，初中，月薪 6000～
8000元；冶金技术员：25人，初中，月薪 6000～8000元；

普 工 ：30 人 ，初 中 ，月 薪 6000～9000 元 。 电 话 ：

15959309512 张女士。

福建省哇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德生活网视频剪辑：2人，大专，18-35岁，月薪

3500～5500 元；人事经理：1 人，大专，18-35 岁，月薪

3500～5500 元；商务客服：2 人，中专，18-35 岁，月薪

3000～8000元；宁德生活网内容编辑：1人，大专，18-35
岁，月薪3000～4500元。电话：18150646769 小何。

宁德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物流主管：1人，大专，22-45岁，月薪8000～10000元；

仓管：1人；物料员：1人，大专。电话：18862325194 田女士。

宁德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中药部采购员：2 人，大专，20-35 岁，月薪 3000～

5000元；营业员/服务员/店员：4人，高中；物流部仓管

员：2人，高中，20-40岁，月薪 3000～4000元；营运部助

理：1人，大专，20-35岁，月薪3000～4000元；会计助理：

2 人，大专，22-35 岁，月薪 4000～5000 元。电话：

0593-2869826 郑小姐。

福建巨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话务员：5人，高中，18-35岁，月薪3000～10000元；

淘宝天猫客服：2 人，中专，18-30 岁，月薪 2500～4000
元；拼多多运营店长：3人，中专，18-30岁，月薪 2500～
4500 元；客服专员：1 人，大专，22-27 岁，月薪 2500～
4000 元；运营助理：5 人，中专，18-35 岁，月薪 2500～
4500元。电话：15159306557 陈经理。

上海能电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维修技术员：8人，初中，低压电工证，25-50岁，月

薪 5500～7500元；锅炉工：4人，初中，月薪 6200～7500
元；暖通人员：4 人，初中，月薪 6200～7500 元。电话：

13385028085 陆女士。

埃非勒斯（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咖啡师：3人，高职，18-40岁，月薪 3000～5500元；

运营助理：1人，大专，18-35岁，月薪3000～5000元。电

话：18033926655 陈辉。

宁德启澜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保育员：5人，高中，20-40岁，月薪 2000～3000元；

幼儿教师：5人，大专，20-40岁，月薪2000～5000元。电

话：18350323323 朱园长。

福建省宁德市东电发展有限公司
自动化初级工：1 人，大专，18-35 岁，月薪 2500～

5500元；变电运检工：15人，大专；电站运行维护人员：

18-28岁，月薪2500～5500元；电缆施工初级工：2人，大

专，18-35岁，月薪 2500～5500元；无人机作业工：2人，

大专，18-30岁，月薪 2500～5500元；配电抢修员：1人，

大专，18-35岁，月薪2500～5500元；快速复电初级工：1
人，大专，18-35岁，月薪 2500～5500元；变电安装工：3
人 ，大 专 ，18-35 岁 ，月 薪 2500～5500 元 。 电 话 ：

13073971791 林雪芳。

福建省海上茶香茶业有限公司
主办会计：1 人，大专，25-50 岁，月薪 5000～7000

元；会计助理：1 人，大专，25-50 岁，月薪 3500～5000
元；茶艺师：5人，中专，20-40岁，月薪4000～7000元；茶

山驻厂工人：5人，30-60岁，月薪4500～7000元。电话：

15160185322 陈先生。

上海得勤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3 人，大专，22-40 岁，月薪 4700～5200

元；质检员/PDCS：7 人，中专，25-40 岁，月薪 5000～
6000元；保洁员：100人，20-60岁，月薪 3500～4500元；

物业项目主管：3 人，中专，25-45 岁，月薪 5000～6000
元；水电工：3人，中专，25-48岁，月薪4000～6000元；现

场主管：5人，大专，26-50岁，月薪5500～6000元；保安：

10 人，中专，20-45 岁，月薪 3000～5000 元。电话：

13850388200 郭先生。

宁德市优房世纪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1 人，大专，22-35 岁，月薪 3500～5000

元；主管：20人，22-45岁，月薪5000元；租赁区域经理：1
人，22-45 岁，月薪 7000 元；房产经纪人：60 人，18-45
岁，月薪7000元。电话：0593-2876666 陈女士。

福建玉潭樱花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营销专员：6人，大专，25-35岁，月薪3000～5000元；

综合资料员：2人，25-45岁，月薪3000～5000元；行政文

员：2人，25-40岁，月薪3000～4000元；财务专职会计：3
人，30-50岁，月薪 4000～6000元；施工员：6人，25-50
岁，月薪3000～8000元；旅游营销经理：3人，30-50岁，月

薪4000～8000元；研学教育助教老师：6人，25-40岁，月

薪3000～4000元。电话：15959308182 胡小姐。

福建晟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消防维保员：30人，23-50岁，月薪 4000～6000元；

跟单员：20人，中专，23-45岁，月薪4000～6000元；部门

文员：1人，大专，23-45岁，月薪 4000～5000元。电话：

17318320057 阮女士。

宁德市惠客多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驾驶员：5 人，18-50 岁，月薪 4000～5000 元；业务

员：10人，18-50岁，月薪 4000～10000元；文员：3人，高

职，18-35 岁，月薪 3000～3500 元；店长：6 人，大专，

25-40岁，月薪5000～10000元；主管：10人，高中，20-45
岁，月薪2500～5000元；储备人才：5人，中专，18-35岁，

月 薪 2500～3500 元 。 电 话 ：18950525059 吴 先 生 ，

18905030730、18659309901 朱主管。

宁德卫星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会计：1 人，大专，24-45 岁，月薪 4000～6000

元；大数据工程师：1 人，本科，22-40 岁，月薪 8000～
10000元；软件工程师：1人，本科，22-45岁，月薪6000～
10000元；农业操作员：1人，40-55岁，月薪 3500～4500
元；光谱工程师：1人，本科，22-40岁，月薪6000～10000
元；助理绘图员：1人，大专，20-35岁，月薪 3500～5500
元；遥感工程师：1人，本科，23-40岁，月薪5000～10000
元。电话：17318370735 陈女士。

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门店主任/储备主任：10 人，大专，22-32 岁，月薪

4000～8000元；储备店长/店长：5人，本科，24-32岁，月

薪5000～10000元。电话：17071900871 吴小姐。

福建同力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配网设计：6 人，大专，23-30 岁，月薪 3500～6000

元。电话：15160115646 张女士。

福能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营业部
投资顾问：5人，大专，20-40岁，月薪 4000～20000

元；储备干部：10人，20-30岁，月薪3500～10000元。电

话：18059143870 林女士。

宁德山水大酒店有限公司
会务文员：4 人，18-25 岁，月薪 3500～4000 元；大

堂经理：3人，高职，18-40岁，月薪 3500～4000元；接线

员：5人，大专，18-45岁，月薪 3000元；行李员：6人，初

中，18-30 岁，月薪 3000 元；水电工：6 人，18-50 岁，月

薪 3000 元；前厅接待员：13 人，大专，18-45 岁，月薪

3000～4000 元；客房服务员：15 人，18-45 岁，月薪

3000～4000 元；餐饮服务员：15 人，18-45 岁，月薪

3000～3500元。电话：0593-2918888-206 郑先生。

福建青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验收员：10人，初中，18-40岁，月薪5000～7000元；

仓库管理员：10人，高中，20-40岁，月薪4000～6000元；

文员：5人，大专，20-35岁，月薪4000～6000元；外贸员：

8人，本科，20-35岁，月薪5000～7000元；单证员：10人，

大专，20-35 岁，月薪 5000～7000 元；车床工：10 人，

20-45 岁，月薪 8000～10000 元；招聘员：5 人，大专，

20-35岁，月薪4000～7000元；安全员：6人，高中，20-40
岁，月薪 6000～8000元；数据员：10人，20-35岁，月薪

6000～8000 元；叉车司机：7 人，20-40 岁，月薪 7000～
10000元；机械技术员：5人，大专，20-35岁，月薪6000～
8000 元；电工：3 人，高中，20-40 岁，月薪 7000～10000
元。电话：18969705706 吴政彬。

福建省霸力工贸有限公司
建材家装销售：5人，月薪5300元；建材工程销售：5

人，月薪 5300元；货运司机：2人，月薪 4500元；后勤阿

姨：1人，月薪4000元。电话：15892120670 章振强。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宁德分公司
投资经理：36人，本科，月薪2300元以上；兼职证券

经纪人：20人，高中。电话：13706933908 杨云清。

华红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维保部技术人员：18 人，大专，20-50 岁，月薪

4000～20000元；业务营销：5人，20-50岁，月薪 4000～
20000元；工程部施工员：10人，22-50岁，月薪 5000～
20000元；经营部造价员：10人，25-50岁，月薪 4000～
20000元；维保部行政文员：20-45岁，月薪 4000～20000
元。电话：13905936258 赵女士。

宁德永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绘图：1人，22-45岁，月薪4000～8000元；店长：

1人，高中，22-45岁，月薪3800元以上；导购员：数人，初

高中，22-45岁，月薪 3000元以上；业务员：数人，22-45
岁，月薪3000元以上。电话：13656957326 陆女士。

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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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3-288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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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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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职工因被依法实施隔离措施或因

政府依法采取的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
正常劳动的，企业能否解除劳动关系？

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
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
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
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不得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
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被派遣劳动者。

问：因疫情影响在试用期内劳动者无
法提供正常劳动的，可以顺延试用期吗？
职工被依法实施隔离措施期间，劳动合同
到期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受疫情影响，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无法提供正常劳动的，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试用期可以相应顺延，但顺
延时间不应超过劳动者无法提供正常劳
动的时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
职工医疗期、医学观察期、隔离期期满或
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受疫情影
响导致原劳动合同确实无法履行的，不得
采取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的做法，企业
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依法变更劳动合
同。

问：受疫情影响，企业与劳动者不能
依法及时续订劳动合同的，应当如何处
理？

答：企业与招用的劳动者不能依法及
时订立或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可通过协商
合理顺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受
疫情影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可能存在一定困难，根据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订立电子劳动
合同有关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20〕33
号），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
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采用电
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应当使用符合电子
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
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名。用人
单位应当注意劳动合同到期情况，及时办
理续签手续，避免发生相关争议。

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被采取隔离措施期
间工资待遇如何确定？隔离期结束后，对
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患者如何支付
待遇？

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因被采取隔离
治疗、隔离观察等隔离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
企业按正常出勤支付其在隔离期间的工资。隔离期结
束，对仍需停止工作治疗休息的职工，在规定的医疗期
内企业应当按照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或依法签订
的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最低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问：因受疫情影响职工未能返岗期间工资待遇如
何确定？

答：企业应主动与职工沟通，并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
工作方式完成工作任务，并按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对
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可以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
带薪年休假等各类假，并按相关休假等规定支付工资；
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
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
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支付工资。

问：企业停工停产期间职工工资待遇如何确定？
答：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

应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停工超过一个
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
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生
活费。

问：企业因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不能正常支付
工资怎么办？

答：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通过
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
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
企业要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减轻企业资
金周转压力。

问：因疫情防控、承担保障等任务不能安排员工休
假或企业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员工加班，员工工资如何
支付？

答：法定节假日加班应当向劳动者支付300%的工
资报酬，不能以安排补休代替加班的工资报酬；休息日
加班，优先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200%的工资报酬。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企业，无
需支付加班工资报酬。因疫情防控、承担保障等任务
企业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四十一条有关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 1小
时、特殊情况下每日不超过3小时、每月不超过36小时
规定的限制，但企业应提供条件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问：如何解决疫情防控期间未成年子女看护问题？
答：疫情防控期间因中小学和幼儿园采用线上教

学，产生的未成年子女看护问题，企业要充分考虑到职
工的实际困难，有条件的企业，尽可能安排职工通过电
话、网络等灵活方式完成相应工作，也可以安排职工采
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提供
正常劳动，使职工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能兼顾好子女
看护。职工也要体谅企业，职工家庭有条件的，鼓励采
取家庭成员帮助、家长轮流的方式，看护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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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引导人才服务基层。实施“十百
千万”专家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建立市级乡村振
兴专家服务基地 13家、乡村人才驿站 32家，搭建
起专家服务与乡村发展对接互动的有效平台；选
派 302 名科技特派员驻乡联村服务；组织专家
6117人服务乡村振兴；建立起 11923人的专家数
据库。“十百千万绘蓝图 乡村振兴展新颜”短视频
荣获2020年第六届全国人才工作新闻摄影暨短视
频比赛一等奖。

完善服务体系，高质量服务保障人才

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用更加贴
心、暖心、细心的服务，大力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

才的良好环境。
线上线下服务提档升级。建立宁德市智慧人

才服务平台，提供人才服务项目90个，开展人才服
务8011人次。实现人才政策“一键查询”、人才办事

“一站入口”。完成全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采
集归集工作，更新宁德市毕业生档案一站式“秒查”
信息7216条。人才驿站总数达120家，依托人才驿
站开展线上线下活动941次，服务人才5.6万人。

尊才爱才氛围愈加浓厚。开展人才政策进园
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才政策知
晓率和覆盖面。关心关爱各类人才，举办高层次
人才国情研修班、疗养休假活动，安置人才配偶就
业。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在宁德电视台开辟“弘扬

工匠精神 技能成就梦想”专栏，闽东日报开设“优
秀人才风采”专栏，宁德人社微信公众号开设“工
匠故事”专栏，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
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下一步，宁德市人社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提高
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坚持‘民生为本、
人才为先’工作理念，聚焦实施人力资源服务提升
专项行动，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宁德打造

‘增长极’、建设‘四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宁德篇章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宁德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说。 （通讯员 宁仁）

做好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文章
——宁德市人社局人才工作综述

本报讯“希望企业能够自主
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为宁德锂电
新能源产业提供更强有力的技能
支撑。”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结业典礼在宁德
时代运营培训中心举行，宁德市人
社局副局长谢成彬在结业典礼上
表示。

结业典礼上，宁德时代为中、
高级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和奖金，
对其中 10 名表现突出的优秀学员
予以表彰。

据了解，培训结合宁德时代生
产、工作实际，以岗位实操为主、理
论教学为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切实有效提高学员技能技
术水平，为宁德时代“量身定做”培
养企业适用型技能人才。2020年 1
月，宁德时代与宁德技师学院合作
开班首期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同
年 11月，与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开展第 2 期中级工班培训。截至
2021年 12月培训期满，共有 772名
学员顺利结业。 （本报通讯员）

宁德时代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
本报讯 从宁德市人社局电子政务中心获悉，3月16日起，宁德在全市

范围内免征社保卡遗失损坏赔偿收入，取消收取 25元/卡的补、换社保卡
工本费用，实行免费补、换社保卡，在减轻参保群众负担的同时也免去等候
缴费的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本报通讯员）

刘灿红，机械专业，工作单位：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中 级 工 程 师 证 一 本 ，证 书 编 号 ：闽
Z009-8449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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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取消社保卡补换卡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