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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护士：6人，薪资 3500~5000元/月，21—45岁，学

历中专，护理专业，技能初级；营销主管/销售主管：薪

资 5000~8000元/月，25—45岁，学历中专；会员专员：

3人，薪资 3500~5000元/月，21—45岁，学历中专；门

诊主任：3人，薪资 5000~8000元/月，25—45岁，学历

中专；验光师：6人，薪资3500~5000元/月，21—45岁，

学历大专，眼视光专业；配镜师：6人，薪资3500~5000
元/月，21—45岁，学历大专，眼视光专业；护士长：薪

资 5000~8000元/月，25—45岁，学历大专，护理专业，

技能中级。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南路1号华景嘉

园5幢，联系人：黄小姐0593-2908685。

福建巨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助理：5 人，薪资 2500~4500 元/月，18—35

岁，学历中专；客服专员：薪资 2500~4000元/月，22—
27岁，学历大专，打字速度快，有耐心；拼多多运营店

长：3人，薪资2500~4500元/月，18—30岁，学历中专；

淘宝天猫客服：2 人，薪资 2500~4000 元/月，18—30
岁，学历中专，打字速度快，有耐心。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金鼎科技楼，联系人：陈经理15159306557。

福建省宁德市东电发展有限公司
配电设计技术员（光伏储能）：薪资 2500~7000

元/月，18—35岁，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

相关专业，熟悉光伏设备、智慧楼宇等设备。

配电设计技术员（一二次专业）：薪资 2500~
7000 元/月，18—35 岁，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电气工程相关专业，熟悉 10KV 及以下开关柜、远

动屏、采。

配电设计技术员（线路专业）：薪资 2500~7000
元/月，18—35 岁，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工

程相关专业，熟悉 10KV及以下配电架空线路，有配

电架。

规划咨询技术员：薪资 2500~7000元/月，18—35
岁，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力或相关专业，熟悉电

力系统相关知识，了解潮流计算。

地址：宁德市余复路 16号天行商务中心 711室，

联系人：林雪芳13073971791。

福建玉潭樱花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营销专员：6 人，薪资 3000~5000 元/月，25—35

岁，学历大专，旅游管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研学

教育等专业；助教老师：6人，薪资 3000~4000元/月，

25—40岁，学历大专，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或行政管

理等相关专业毕业；旅游营销经理：3人，薪资 4000~
8000元/月，30—50岁，学历大专，旅游管理、市场营

销、公共关系等专业，技能中级；施工员：6人，薪资

3000~8000元/月，25—50岁，学历大专，园林及土建

相关专业毕业；财务专职会计：3人，薪资 4000~6000
元/月，30—50岁，学历大专，财会相关专业毕业，技

能初级；行政文员：2人，薪资 3000~4000元/月，25—
40岁，学历大专，行政相关专业毕业，技能初级；综合

资料员：2人，薪资 3000~5000元/月，25—45岁，学历

大专，园林及土建相关专业，技能初级。地址：宁德

市霞浦县松城街道玉潭村八斗 29号，联系人：胡小

姐15959308182。

福建众智达远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会计：薪资 4000~6000元/月，25—40岁，学历大

专，会计专业从业资格证，技能初级。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福宁南路6号中益环球广场写字楼1301—1302，
联系人：魏小姐15160183101。

福能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营业部客户经理：5人，薪资 3500~20000元/

月，20—40岁，学历大专，金融类专业优先。地址：宁

德市蕉城南路 94 号泓源国际 607，联系人：林女士

0593-29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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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 4000~8000元/

月，22—32岁，学历大专；管培生/储备干部：10人，薪

资 3000~7000元/月，22—25岁，学历本科；储备店长/
店长 5人，薪资 5000~10000元/月，24—32岁，学历本

科。地址：宁德市万达广场2号门负一楼国美电器办

公室，联系人：吴小姐17071900871。

广东招商综合设施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技术员：20人，薪资5000~8000元/月，18—45岁；

学徒工：20人，薪资4000~5000元/月，18—40岁，学历

初中。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工业园区，联系人：林

小姐0593-2838999。

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计量工程师：薪资 6000~10000元/月，25—45岁，

学历大专；制程质量控制工程师：5 人，薪资 7000~
10000元/月，22—45岁，学历大专，化学、材料或冶金

专业；操作员：100人，薪资 6000~10000元/月，22—45
岁；巡检员：20人，薪资8000~10000元/月，22—45岁，

学历大专，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来料质量控制；工

程师：5人，薪资8000~20000元/月，22—45岁，学历大

专，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机修工：10 人，薪资

10000~20000元/月，22—45岁；机修电工：10人，薪资

10000~20000 元/月，22—45 岁；保安：20 人，薪资

7000~8000元/月，22—35岁。地址：福鼎市龙安工业

区邦普五金店附近，联系人：蔡先生1885939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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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工程师：20 人，薪资 6000~10000 元/月，18—45
岁，学历大专；电工：10 人，薪资 4000~7000 元/月，

18—45岁，技能初级；折弯：10人，薪资5000~7000元/
月，18—45 岁；数冲：20 人，薪资 4500~6000 元/月，

18—50岁；打磨工：5人，薪资 4500~6000元/月，18—
55岁；IE工程师：10人，薪资 5500~10000元/月，18—
45岁，学历大专，工业工程、土木工程专业；sqe工程

师：5人，薪资5000~8000元/月，18—45岁，学历大专；

焊工：30人，薪资 7000~10000元/月，18—50岁，技能

初级。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疏港路 168号，联

系人：沈小姐13685086578。

宁德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60人，薪资 3000~10000元/月，20—60

岁；护士：15人，薪资 2000~3000元/月，20—60岁，学

历中专，护理专业，技能初级。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

开发区金港名都B区 16—17裙楼（水务楼下），联系

人：陈女士13030902322。

宁德启澜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幼儿教师：5 人，薪资 2000~5000 元/月，20—40

岁，学历大专，学前教育及相关专业。地址：宁德市蕉

城区洋中路 11号 1幢 102D、101室 ，联系人：朱园长

18350323323。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薪资 3500~7000元/月，20—40岁，学

历本科；行政专员：薪资 3500~7000元/月，20—40岁，

学历大专。联系人：王先生15259375557 。

人事专员：薪资 5000~7000元/月，23—40岁，学

历本科，人力资源专业；机修钳工：3人，薪资 4500~
6000 元/月，20—50 岁，学历高中；普工/操作工：30
人，薪资 5000~7000元/月，19—45岁，学历初中。地

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工业路 27号，联系人：余

小姐0593-8920082。

宁德市江铃全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员：5人，薪资2000~10000元/月，20—45岁，

学历高中，有经验者优先；前台接待：薪资 3000~6000
元/月，20—35岁，学历高中，有经验者优先；汽车维修

工：2 人，薪资 2000~10000 元/月，20—45 岁，学历中

专，机动车维修专业。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涵内路133
号，联系人：杨峰18950516895、林妙丹18950581508。

宁德卫星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初级遥感工程师：2 人，薪资 4000~7000 元/月，

22—40岁，学历本科，光学工程技术、林业、气象、环

境科学与技术、生态学、地理信息、测绘、水文水资源

管理、摄影测量与遥感等专业；初级大数据工程师：

薪资 4000~7000 元/月，22—40 岁，学历本科，大数

据、计算机、数学、统计学、数据分析等相关专业；初

级软件工程师：薪资 4000~7000元/月，22—40岁，学

历本科，计算机、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等相关专

业；农业操作员：薪资 3500~4500 元/月，40—55 岁；

遥感工程师：2 人，薪资 5000~10000 元/月，22—40
岁，学历本科，光学工程技术、林业、气象、环境科学

与技术、生态学、地理信息、测绘、水文水资源管理、

摄影测量与遥感等专业；软件工程师：薪资 6000~
10000 元/月，22—45 岁，学历本科，计算机、软件工

程、自动化、电子专业；助理绘图员：薪资 3500~5500
元/月，22—35岁，学历大专，园林、景观、建筑、规划、

设计相关专业；大数据工程师：薪资 8000~10000元/
月，22—40岁，学历本科，计算机、软件工程、自动化、

电子专业；光谱工程师：薪资 6000~10000元/月，22—
40岁，学历本科，光学工程技术、光电、分子光谱、地

理信息、林业、气象、环境、生态、水文水资源管理等

专业。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南路 1—1号华景嘉

园 1 幢 总 部 经 济 大 厦 11 层 ，联 系 人 ：陈 女 士

17318370735。

宁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信息化运维专员：薪资 4000~6000元/月，22—35

岁，学历本科，计算机、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等相关

专业；核算主管：2人，薪资 5000~7000元/月，22—30
岁，学历本科，会计学或财务管理专业，技能中级；安

全管理员：薪资 5000~7000元/月，22—35岁，学历本

科；泛能业务商务技术专员：3 人，薪资 5000~8000
元/月，22—40岁，学历本科，热动相关专业；光伏项

目经理：薪资 7000~10000 元/月，22—40 岁，学历本

科；电工：2 人，薪资 4000~6000 元/月，22—35 岁，学

历高中，有电工证，技能中级；运行工：6 人，薪资

4000~5000元/月，20—35岁，学历高中，技能初级；燃

气司炉工：5人，薪资 4000~6000元/月，30—40岁，学

历中专；增值业务产品经理：薪资 5000~8000元/月，

22—40岁，学历大专，市场营销、贸易等相关专业优

先；运营客服主管：薪资 4000~6000 元/月，22—35
岁，学历大专，燃气相关专业；气源商务代表：2人，

薪资 4000~6000 元/月，22—40 岁，学历本科，经济

学、统计学、电热、燃气等相关专业。地址：宁德市东

侨经济开发区闽东中路 22 号，联系人：黄女士

0593-2818005。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历史教师：薪资 6000~20000 元/月，22—35

岁，学历本科，历史学及其相关专业；高中物理教师：

6 人，薪资 6000~20000 元/月，22—35 岁，学历本科，

物理相关专业；高中数学教师：4人，薪资 6000~10000
元/月，22—30岁，学历本科，技能中级；高中英语教

师：4 人，薪资 3000~8000 元/月，22—30 岁，学历本

科；初中化学教师：3 人，薪资 5000~10000 元/月，

22—32岁，学历本科，应用化学相关专业；高中生物

教师：2 人，薪资 5000~10000 元/月，22—32 岁，学历

本科，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高中英语教师：6人，薪

资 6000~20000 元/月，22—35 岁，学历本科，英语及

相关专业；高中化学教师：2人，薪资 6000~20000元/
月，22—35岁，本科，化学及其相关专业；高中语文教

师：3 人，薪资 6000~20000 元/月，22—35 岁，学历本

科，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高中数学教师：6人，薪

资 6000~20000 元/月，22—35 岁，学历本科，应用数

学及其相关专业；初中数学教师：4 人，薪资 5000~
20000元/月，22—30岁，学历本科，应用数学及其相

关专业；初中英语教师：6 人，薪资 5000~20000 元/
月，22—30岁，学历本科，英语及相关专业；小学英语

教师：4 人，薪资 5000~10000 元/月，学历本科，英语

相关专业，22—32 岁；小学数学教师：4 人，薪资

5000~10000元/月，22—32岁，学历本科，应用数学及

理科专业优先；小学语文教师：8人，薪资 5000~10000
元/月，22—32岁，学历本科，汉语言文学相关专业；

初中语文教师：3人，薪资 5000~20000元/月，22—32
岁，学历本科，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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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余丽13850356906。

受疫情影响，就业困难怎么办？宁德市有深度帮扶
措施。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受疫情影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六条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帮扶受疫情影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通知》明确，支持各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村、
社区紧急开发一批卫生防疫公益性岗位，简化招收流
程，招收一批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就业的人员，协助开
展核酸检测采样秩序维护、重点人员排查、防疫物资发
放、交通要道值守、环境保洁消杀等疫情防控工作。临
时性卫生防疫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蕉城区、福安
市、福鼎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为19元/小时，其他县
为 17.5元/小时）或月最低工资标准（蕉城区、福安市、
福鼎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1810元/月，其他县为
1660元/月）执行。

《通知》强调，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对招用就业困难

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按照用人单位为
就业困难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部分给予补贴
（不含个人缴纳部分）。补贴期限从初次申报时计算，
每个就业困难人员累计享受不超过 3年。对企业吸纳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的，可按人数给予企业每
人1个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蕉
城区、福安市、福鼎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为1810元/
月，其他县为1660元/月）。

《通知》明确，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依托公共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设立灵活多样、经济实用的规范化零工
市场，构建覆盖城乡、功能互补、信息贯通的服务网
络。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向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
本医疗保险费，按其实际缴交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
保险费的1/2的标准给予补贴。

为鼓励支持自主创业，《通知》明确，对首次创办小

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由创业地
给予不超过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3月1日至6
月30日，对疫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县（市、区），新增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由20万元提高到30万元，
符合贷款贴息条件的，由财政予以贴息。支持创业孵化
园区、示范基地降低或减免创业者场地租金等费用。

《通知》鼓励各地结合特色产业，针对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帮扶式”技能培训，支持新就业形
态从业人员根据培训意愿和需求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全面推行使用职业技能培训电子券，推进“互联网+”职
业技能培训，对符合要求的按规定提供职业培训补贴。

《通知》还指出，发挥失业保险作用延续执行失业
保险保障扩围政策，继续向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
助金，向参保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除另有规定外，《通知》明确，上述六条措施将执行
至2022年12月31日。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公
布2021年度宁德市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经
认真评价、严格审核，全市共
评价出A级企业275家、B级
企业78家、C级企业12家。

与此同时，宁德市人社局
公布2021年度宁德市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行为信用等级评
价结果。经认真评价、严格审
核，全市共评价出守信单位
373家、一般失信单位2家、严
重失信单位5家。

据介绍，用人单位劳动
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是
根据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对
企业进行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等级评价的行为，每年开
展一次，等级划分为 A、B、
C 三级，评价结果归入用
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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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就业困难怎么办？
宁德出台六条措施深度帮扶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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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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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平市恒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
（注册号3507002000243），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为郑
萍、臧建文、林森。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清算组备案、债务债权公告

南平市恒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
（注册号 3507002000243），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营业执照遗失，并在见报之日
起营业执照作废。

特此公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