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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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化学相关专业，22-40岁，月薪

3500～4500 元；车间辅助工：1 人，22-45 岁，月薪

4000～6000元。联系人：陈先生 1528065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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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土

木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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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沈小姐

13685086578。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电气技术员：10人，初中，有低压电工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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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女士 159593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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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小何 1815064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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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物料员：1人，大专。联系

人：田女士 18862325194。
宁德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中药部采购员：2 人，大专，中药（医）学类，

20-35 岁，月薪 3000～5000 元；营业员/服务员/店
员：4人，高中，20-40岁，月薪 3000～4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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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药学类，20-35岁，月薪

3000～4000 元；会计助理：2 人，大专，会计相关专

业，22-35 岁，月薪 4000～5000元。联系人：郑小姐

0593-286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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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经理

15159306557。
上海能电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维修技术员：8 人，初中，有低压电工证，25-50
岁，月薪5500～7500元；锅炉工：4人，初中，有水质化

验证，月薪6200～7500元；暖通人员：4人，初中，月薪

6200～7500元。联系人：陆女士 1338502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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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辉 1803392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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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及相关专业，

20-40 岁，月薪 2000～5000 元。联系人：朱园长

1835032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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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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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林雪芳 1307397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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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先生 1516018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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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郭先生 138503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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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 系 人 ：陈 女 士

0593-287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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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胡小

姐 159593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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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阮女士 173183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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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先生

18950525059；朱主管 18905030730 1865930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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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 系 人 ：陈 女 士

1731837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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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小姐 170719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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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女士 151601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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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林女士 1805914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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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郑先生

0593-291888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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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政彬 189697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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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章振强

15892120670。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宁德分公司

投资经理：36人，本科，2300元提成+绩效奖金；

兼职证券经纪人：20 人，高中。联系人：杨云清

1370693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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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赵女士 1390593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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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陆女士

13656957326。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关键时期，宁德市人社局党员、干部职工闻令而动，纷纷
化身“大白”“志愿红”奔赴“疫”线，亮身份、冲在前、作贡献。

“我是党员，我先上！”4月 16日 17∶30，接到上级紧急
通知，需要选派 15名党员突击队员增援蕉城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隔离转运组，开展密接人员的转运引导、对接和服
务等工作，宁德市人社局党员争先报名，10分钟完成整队，
1个小时后就到达指定集结地点。

“突击队就是来啃硬骨头和解决突出问题的。”担任队
长的余清忠副局长在下榻的集结地放下行李后，立即召开
第一场会议，根据任务完成队员分组，与时间赛跑、与病毒
赛跑，连夜分头行动。

舍小家，顾大家。“儿子摔伤了，刚打了120送去医院，
你能现在回来一趟吗？”突击队员郑弟妻子来电焦急地
说。纵然心里万分担忧3岁儿子的伤情，正要执行转运任
务的郑弟顾不上询问详情，毫不犹豫地说：“老婆，我现在
要执行转运任务，疫情刻不容缓，这个时候我不能回去，你
要照顾好儿子，家里的事情只能拜托你了。”

“我年轻，我可以通宵！”执行完长达10个小时转运任
务的突击队员雷孝新晚上9点多回到驻地，听说凌晨12点
左右还有转运任务，便自告奋勇要求出任务，到了第二天

凌晨5点钟才回到驻地，一天内执行任务时长15个小时。
4月 19日，在一线作战数日的突击队员，按原计划本

可以回家休整，但得知新一批突击队员对转运工作不熟
悉，不利于转运工作持续高效开展，他们主动请缨继续奋
战一线，继续留守阵地，整装待发踏上转运车辆，继续开启
新一天的战疫工作。

连日来，宁德市人社局突击队员们无条件服从安排，
24小时轮班作业，截至4月19日，累计执行转运任务40多
次，足迹遍布宁德市蕉城区、福鼎、柘荣等地。此外，党员
突击队还分批次先后支援东侨、霞浦、蕉城等地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等工作。

宁德市人社局与共建社区同进退，全力支持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每日安排志愿者参与社区信息登记摸排工作，
先后选派志愿者57人次，摸排300多户，收集信息1000余
条；精选高素质、经验丰富的青年党员，编入市级应急队，
先后到宁德西、宁德南高速口等卡口执勤，坚守阵地，将疫
情传送阻隔在外围，维护一方安宁。

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宁德市社保经办机构干部职工
下沉一线参加抗疫，做到疫情防控和养老金发放“两手
抓”，经多方协调，衔接各个环节，加班加点，按时足额为全
市8.15万名企业退休人员发放4月份养老金2.02亿元。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
求，开展“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库建设工作。
凡在宁德市辖区内就业、创业，年龄在 60周岁
以下（国家级人才可放宽到70周岁），近5年在
某一行业（领域）取得突出业绩，技术技能水平
在市内外有重要影响，为企业和社会带来较大
经济效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优秀高技能人
才，可申报入库。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福建省技能大师；入
选乡土人才的种植能手、养殖能手、手工艺师、
厨艺师、工匠师；入选特支人才的技能大师、优
秀农村实用人才；重点产业市级技能大师；市级

及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劳模工作室创
建人、非遗传承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技术
能手，自然入选“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库。

据了解，宁德市“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库
作为高技能人才的蓄水池，今后市级及以上技
能人才项目遴选优先从列入人才库的人员中
推荐申报。宁德市还将以“能工巧匠”高技能
人才库为基础，组建“高技能人才联盟”，不定
期开展技能切磋活动，推进同类竞技，促进技
艺提升，同时强化技能“传帮带”，不定期开展

“大师进企业”“大师进校园”活动，促进技艺传
承推广。

宁德建设“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库

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税务局日前联
合出台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援企稳岗促就业
的九条措施，从助力企业稳定岗位、做好企
业用工服务、兜住困难群众生活底线三个方
面九条措施，做好援企稳岗稳就业，促进企
业恢复发展。

助力企业稳定岗位方面，降低社会保险
费、缓缴社会保险费、落实普惠性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给予企业一次性稳就业奖补，支持企

业稳岗稳就业。
做好企业用工服务方面，支持企业共享用

工、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全面强化就业服务。
兜住困难群众生活底线方面，按时足额发

放社会保险待遇，延长失业补助金等阶段性扩
围政策受理期限；延长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期
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的人员，可继续发放至法
定退休年龄，扩大保障范围。

九条硬核措施援企稳岗促就业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启动2022年三年内创
业项目市级资助申报评选工作，对经评选认
定、符合条件的优秀创业项目，将给予3万～10
万元的资金扶持。

据了解，申请人即法定代表人为在劳
动年龄段内的人员。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可
提供《宁德市初创三年内市级补助项目申
报表》、创业有关材料、相关获奖证明材料，

向创业实体注册地的县（市、区）人社部门
提交申报材料（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一
致的向生产经营地申请）。经审核、评选后
产生的优秀创业项目，将在宁德市人社局
门户网站公布结果。具体申报要求可登录
宁德市人社局网站（http：//rsj.ningde.gov.cn/
xxgk/xxgkml/jycy/202203/t20220329_1608639.
htm）查看。

三年内创业项目市级资助开始申报

人社在行动人社在行动
携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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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