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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福建爱宝时电机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专员：2人，薪资 4000~8000元/月；钣金

设计技术工程师：2人，薪资 8000~20000元/月；采购专

员：3人，薪资 4000~10000元/月；国际贸易业务员：20
人，薪资 4000~20000 元/月；以上岗位均要求大专学

历。工作地点：福州、南平、宁德。联系人：吴女士

18859303009，邮箱：64033036@qq.com。

福建省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播：5人，大专，薪资 3500~20000元/月，工作地

点：福州、宁德；联系人：关锦辉：0593-2731113、
2727056，邮箱：232323232323@163.com。检验员：1
人，高中，薪资 3000~4000 元/月。联系人：薛女士

0593-2727056。
中慧联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行政专员：1人，中专，薪资 3500~5000元/月；区域

助理：1 人，中专，薪资 4000~6000 元/月；人事专员：2
人，大专，薪资 3000~5000元/月；销售：40人，初中，薪

资3500~20000元/月。联系人：慧子 17326659616。
福建玉潭樱花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研学教育助教老师：4人，薪资 3000~4000元/月；

施工员：4人，薪资3000~8000元/月；行政文员：2人，薪

资 3000~4000 元/月；营销专员：4 人，薪资 3000~5000
元/月；综合资料员：2人，薪资 3000~5000元/月；以上

岗位均要求大专学历。联系人：胡小姐 15959308182。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数学老师：4人，薪资 6000~10000元/月；高中

英语老师：4人，薪资3000~8000元/月；高中生物老师：

2人，薪资5000~10000元/月；初中地理老师：3人，薪资

5000~10000 元/月；初中生物老师：3 人，薪资 5000~
10000元/月；初中化学老师：3人，薪资 5000~10000元/
月；初中语文老师：3人，薪资 5000~20000元/月；高中

化学老师：2 人，薪资 6000~20000 元/月；高中物理老

师：6人，薪资 6000~20000元/月；高中英语老师：6人，

薪资 6000~20000 元/月；高中语文老师：3 人，薪资

6000~20000 元/月；高中数学老师：6 人，薪资 6000~

20000元/月；初中数学老师：4人，薪资 5000~20000元/
月；初中英语老师：6人，薪资 5000~20000元/月；以上

岗位均要求本科学历。联系人：余丽 13850356906。
宁德市优房世纪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租赁专员：20人，薪资 5000~10000元/月；置业顾

问：20 人，薪资 3500~10000 元/月。联系人：林女士

0593-2876666。
宁德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大众茶馆服务人员：2人，薪资3000元/月；观景台

寄存服务员：2人，薪资 3000元/月；景区检票员：2人，

薪资3000元/月；景区售票员：2人，薪资3000~5000元/
月；餐厅管培生：5 人，薪资 3000~5000 元/月；行政文

秘：1人，薪资3000~5000元/月；总经理秘书：1人，薪资

3000~5000元/月；以上岗位均要求大专学历。联系人：

李奕炀 13509552877。
宁德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乡村公卫服务专员：6 人，大专，薪资 4000~8000
元/月；护理部主任：1 人，本科，薪资 8000~10000 元/
月；护士：3人，大专，薪资 4000~5500元/月；项目经营

主管：1人，本科，薪资5500~10000元/月；验光师：4人，

大专，薪资4000~6000元/月；城区公务服务专员：1人，

大 专 ，薪 资 4000~8000 元/月 。 联 系 人 ：王 女 士

13459338362。
宁德骏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媒体专员：1人，薪资 4000~8000元/月；市场专

员：1人，薪资 4000~8000元/月；以上岗位均要求大专

学历。联系人：董女士 13950506277。
福能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营业部

客户经理：5人，大专，薪资 3500~20000元/月。联

系人：林女士 0593-2999118。
宁德启澜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幼儿教师：5人，大专，薪资 2000~5000元/月。联

系人：朱园长 18350323323。
宁德市酸柠檬食品有限公司

储备店长：6人，薪资 4000~6000元/月；储备干部：

6 人，薪资 3500~4500 元/月；以上岗位均要求大专学

历。联系人：张女士 19996835819。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员：5 人，大专及以上，薪资 6000~9000
元/月，工作地点：宁德。联系人：郭先生 18350305681，
邮箱：Guorc@atlbattery.com。

福建战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批发与零售类专员：30 人，大专及以上，薪资

4500~6000元/月，工作地点：福州、南平、宁德；邮箱：

690573540@qq.com。IT与电子类专员：10人，计算机

相关专业优先，本科及以上，薪资 6000~9000元/月，工

作地点：福州、宁德；邮箱：690573541@qq.com。软件

测试工程师：20 人，计算机相关专业优先，大专及以

上，薪资 6000~15000元/月，工作地点：福州、厦门、泉

州；邮箱：690573542@qq.com。网络安全员：15人，计

算机相关专业优先，大专及以上，薪资 6000~10000元/
月，工作地点：福州、厦门、泉州；邮箱：690573543@qq.
com。网络管理员/运维技术员：5人，计算机相关专

业优先，大专及以上，薪资 4000~7000 元/月，工作地

点：福州、厦门、泉州；邮箱：690573544@qq.com。软

件开发工程师：5人，计算机相关专业优先，大专及以

上，薪资 8000~15000元/月，工作地点：福州、厦门、泉

州；邮箱：690573545@qq.com。视觉交互设计工程

师：5人，计算机或设计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薪资

8000~15000元/月，工作地点：福州、厦门、泉州；邮箱：

690573546@qq.com。电气工程师（智能机器人）：10
人，自动化、电气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薪资 6000~
10000 元/月，工作地点：浙江、江苏、广东；邮箱：

690573547@qq.com。机械工程师（智能机器人）：10
人，机械、机电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薪资 6000~
10000 元/月，工作地点：浙江、江苏、广东；邮箱：

690573548@qq.com。无人机飞手：10人，大专及以上，

薪资 5000~10000 元/月，工作地点：福建省内；邮箱：

690573549@qq.com。电商运营：5人，大专及以上，薪

资 4000~8000元/月（提成另计），工作地点：福建省内；

邮箱：690573550@qq.com。业务人员/主管/经理：2
人，大专及以上，薪资 4000~8000元/月（提成另计），工

作地点：福建省内；邮箱：690573551@qq.com。培训管

理：2 人，大专及以上，薪资 5000~8000 元/月，工作地

点：福建省内；邮箱：690573552@qq.com。行政管理：2
人，大专及以上，薪资4000~7000元/月，工作地点：福建

省内；邮箱：690573553@qq.com。财务管理：2人，财务

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薪资 4000~7000元/月，工作地

点：福建省内；邮箱：690573554@qq.com，联系人：杨小

姐 1355946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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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寿宁地处偏僻高山，一些客商看到产量不
够、品种单一，不愿意上门收购，或者是压低收购价
格。为此，李伟紧盯问题关键，一方面继续扩大中药
材的种植面积，增加产量。另一方面，联合福建省林
业科学院、福建省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所，引进种植
黄花倒水莲等新品种。目前，引进种植黄花倒水莲
600亩，林下套种紫灵芝100亩，并开发出相应的衍生
产品。

同时，李伟还在清源镇建成占地 20亩的寿宁县
首家中药品种园，培育和展示包括三叶青、铁皮石斛、
朱砂根、桑葚、紫灵芝和黄花倒水莲等多个品种，作为
林下经济展示点和种植试验基地。

“家乡的很多农民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没
办法也不愿离开农村，而我作为这里土生土长的年轻
人，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把家乡建设
得更好。”李伟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农村青年，更应该
通过所学所知，扎根农村，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
为乡村的发展出一份力。 （通讯员 刘梅芳）

延伸产业链，提升“议价权”

李伟：90后“草药人”

山乡山乡筑梦筑梦

观察生长情况、修剪枝条……一大早，宁

德市山语林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黄花

倒水莲林下仿野生种植基地里，一位年轻人

就在地里忙碌着。这个年轻人叫李伟，宁德

市青联委员、宁德市山语林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先后获得宁德市“天湖人

才”、2021年度福建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等多项荣誉。

大学毕业后，李伟就在国企中拼搏并取

得一定成绩。如今，他“住进”寿宁大山，继

续用他的“拼劲”带领乡亲们发展中药材产

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李伟放弃大城市

良好的发展，选择返乡创业呢？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税务局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充分发挥失业保险
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作用，助力稳就业保
民生。

《通知》指出，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对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按50%、中小微企业按
90%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大力推广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精准发放的“免申即
享”经办新模式，资金直接返还至企业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账号。

《通知》要求，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政
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证书的两种情形可
申请补贴：一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参加技能人才评价，可在 3个月内凭证书申请补
贴；二是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拿到证书的，可申
请补贴。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继续
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累计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
业保险费 1年以上。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
不超过三次。

《通知》指出，继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政
策。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的失
业人员，按规定发放职业培训补贴。继续将失
业保险基金用于支持参加失业保险且符合就业

补助资金申领条件人员和单位的职业培训补
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
贴等四项支出。

《通知》要求，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失业
保险保障扩围政策的对象范围维持不变，享受待
遇时长维持不变：失业补助金可以申领 6个月，参
保缴费6个月（含）以上的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800
元；参保缴费不足 6个月的每人每月 400元。临时
生活补助按照累计参保缴费 6至 11个月的发放 3
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累计参保缴费不足6个月的
发放2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生活补助标准（蕉城
区、福安市、福鼎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每人每
月815元，其他县每人每月747元）。

失业保险“新政”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近日，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联合制定
《“宁德市人才驿站”遴选和考核工作方案》。据
悉，确认为“宁德市人才驿站”的，给予3万元补助；
评为优秀站点的 ，再给予5万元补助；入选省级示
范站的，追加10万元配套补助。

据了解，为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环境，积极搭建
多样化、高品质的人才交流服务载体，宁德市将紧
扣人才创新创业需求和驿站孵化服务功能，打造、
挖掘一批亮点突出、特色鲜明的“人才驿站”，授予

“宁德市人才驿站”标牌，为营造更具“宁德温度”
的人才服务生态提供支撑。

“宁德市人才驿站”的遴选对象为建站投入运
营1年以上的人才驿站。由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
社局联合发布遴选通知，各县（市、区）、各单位从所
辖人才驿站中择优推荐，形成初选站点名单，经过
实地评选考察、公示等程序后，授予“宁德市人才驿
站”标牌。

“宁德市人才驿站”每年组织开展自查工作。

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根据各“宁德市人才驿
站”自评结果，不定期组织实地复核，并确定一定名
额的优秀站点，优先推荐参评省级人才驿站示范
站。复核中，发现站点弄虚作假、虚报自评分数的，
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予以摘牌处理。复核
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复核不合
格的，直接取消“宁德市人才驿站”标牌；复核基本
合格的，限期6个月整改，整改结束经再次复核未达
合格的，取消“宁德市人才驿站”标牌。

营造更具“宁德温度”的人才服务生态
宁德市人才驿站遴选和考核方案出炉

宁德开展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

开展 2022年度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工
作》的通知，进一步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通知》指出，2022年，全市计划遴选推荐省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7个、建设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不
超过 20个，加强技能大师工作室设置同产业发展
匹配性和各工种分布均衡性，计划建设装备制造

类工作室比例不低于总数的40%。
据介绍，入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给予补

助经费10万元；入选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给予
补助经费5万元。遴选范围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紧缺和特色行业（领域）的骨干企事业单
位设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已完成项目建设周期

的市级、县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省级、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已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不再申报
同级或低于已创建等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宁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技
能大师工作室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
能推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面向企业、行业职工及
相关人员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

以“创新绘就新蓝图·创业谱写新时代”为主
题的宁德市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于 6 月
24-25日举办。经过层层筛选，从 303个创业团队
中产生的57个项目团队，在决赛中进行激烈角逐。

本次大赛由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教
育局、团市委主办，宁德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宁德工作部承办。

据了解，此次宁德市财政安排预算 200 万

元，用于资助获奖项目。大赛将评出一等奖 2~
5 名、二等奖 4~8 名，三等奖 8~20 名，优胜奖若
干名，分别给予 10 万元、8 万元、5 万元、3 万元
资助。

宁德举办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

“作为 90后，不能只求‘安稳’，更应该为未来而
拼搏奋斗”，李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4年
大学毕业的他，顺利入职了一家国企。2018年，李伟
在浙江出差时，偶然发现一种由中草药三叶青制成的
冻干粉，每克售价高达50元左右。他很好奇，为什么
家乡常见的中药材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

恰巧，他的一位学长在浙江从事三叶青的种植研
究工作，为他解答了心中疑问，也让他了解到三叶青
的发展潜力，萌生出自主创业的想法。后来经过勘察
对比、种植技术学习，以及行业风险评估后，李伟毅然
决定返乡创业，打拼一番自己的事业。

放弃“铁饭碗”，做起“穷行当”

即使做了充足准备，创业的路也不会一帆风
顺。2019年，李伟回到寿宁县时意识到，虽然寿宁的
气候和环境与浙江三叶青主产区丽水市相近，但是
寿宁不像浙江拥有大片平整土地可以采取集约化的
大棚种植模式，必须因地制宜改进种植方式。经过
三个月的观察摸索，李伟最终从寿宁本土的野生三
叶青多生长在林下的情况，摸索出林下套袋种植的
方式，并推出了“联赢产销”新型农业开发模式。

什么是“联赢产销”，即联合当地合作社或农
户，在不影响原农作物的生长种植基础上，将三叶
青种植在油茶树下的无纺布袋中。农户以土地入
股，并代为管理三叶青，而三叶青种苗等成本由李
伟投入，收益共享。同时，农户所种植的油茶，也由
李伟按市价代为销售，实现农业开发、林农增收的
共赢。这种模式得到了许多林农的认可，建成了

“百亩油茶下仿野生套种三叶青”基地，2020年扩建
至 300亩。

提出“新模式”，解决“用地难”

李伟（左）在采收铁皮石斛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