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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年宁德市首届机械工程职业技能竞赛在
宁德核电基地举办（如图）。竞赛由宁德市人社局、福建
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宁德市总工会、共青团宁德市委主
办，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工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宁
德工作部承办。

本次竞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类别，团体赛项
目为锅炉设备检修工；个人赛项目为化工工艺试验工、
工业废水处理工、化学检验工3个项目。来自全市各企
业的130名选手同台竞技。

宁德市人社局四级调研员薛明建，福建宁德核电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付鑫，宁德市总工会二级
调研员许先水及福鼎市人社局、福鼎市总工会领导等出
席竞赛开幕式。

薛明建在开幕式上表示，本次竞赛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是机械工程行业优
秀技能人才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
重要平台。希望以此为契机，贯彻落实宁德
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技能宁德”行动的工
作部署，进一步健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机制，引导技能人才勤于钻研
技术、练就过硬本领，在互学互鉴、奋勇争先
中展现奋斗姿态和时代风采，以更加坚定的
政治忠诚、更加精湛的技能水平、更加昂扬的
精神风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参赛选手代表和裁判员代表作了宣誓表
态，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寇全
喜宣布竞赛开幕。

比赛气氛紧张而刺激，全面展现宁德青年的工匠风
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宁德核电两个代表队获得团
体赛前两名，宁德火电代表队获得团体赛第三名。阳坤
峰、庞丽琳、陈娜获得化学检验工个人赛前三名，陈利
刚、程宏、王洪波获得化工业废水处理工个人赛前三名，
张彩良、姜艳茹、蔺红宪获得化工工艺试验工个人赛前
三名。

根据大赛奖励政策，竞赛各项目总成绩前2名的选
手，由宁德市人社局授予“宁德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颁发证书；各竞赛项目前3名且年龄在35岁（含）以下的
选手，由共青团宁德市委授予“宁德市青年岗位能手”
荣誉称号；竞赛项目团体总成绩第 1名的单位，按程序
向宁德市总工会申报“宁德市工人先锋号”。

宁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
热线工作人员15人，专科以上学历，全

职人员月薪4000元～7500元，非大夜岗位人
员月薪3000元～6500元，办理“五险一金”，
提供体检、生日祝贺、加班补贴、过节费、降温
补贴等福利。联系电话：0593-2993160、
2967117，邮箱：694423082@qq.com。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工程师 5 人，本科以上学

历，电气/机械等相关专业，月薪6000元～
9000元；冶金工程师 5人，本科以上学历，
材料、冶金等相关专业，月薪 5000 元～
7000元；管理师 5人，本科以上学历，月薪
5000 元 ～6000 元 。 联 系 电 话 ：
15959309512 雷女士，邮箱：ld12275@lid⁃
co.com.cn。

宁德市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2人，应届毕业生，大专以

上学历，材料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等相
关专业，年薪7.8万元；研发工程师1人，本
科以上学历，材料科学、物理、化学、数学

等相关专业，年薪 8.4万元；体系工程师 1
人，大专以上学历，理工科专业，年薪 7.8
万元；外贸助理1人，大专以上学历，英语、
商务/外贸英语、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相关
等专业，年薪7.8万元；品管检验员3人，中
专或高中以上学历，年薪7.2万元；模具工
1人，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机械制造相关
专 业 ，年 薪 6.5 万 元 。 联 系 电 话 ：
13905930224、0593-2727892 许女士，邮
箱：962381362@qq.com。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宁德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验光师，大专学历，眼视光专业，月薪
4000元～7000元；护士 5人，中专以上学
历，护理相关专业，月薪 4000 元～6000
元；特检人员 1人，中专以上学历，护理或
眼视光相关专业，月薪 4000元～6000元；
防盲专员若干人，高中以上学历，月薪
4000元～7000元；会员专员 1人，中专以
上学历，月薪4000元～7000元；导诊1人，
中专以上学历，月薪 4000 元～5000 元。
联系电话：15860824226 周金花，邮箱：

407435806@qq.com。
宁德时代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船舶方向）2人，本科
学历，船舶动力或机械类专业，月薪 6000
元～10000 元；电气工程师（船舶方向）2
人，本科学历，自动化或电气类专业，月薪
5000元～8000元；电机设计工程师2人，本
科以上学历，电机设计相关专业，月薪6000
元～12000元；工艺工程师 1人，大专以上
学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月薪 5000
元～8000元；电气维修技术员2人，中专以
上学历，电气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
业，月薪 4500 元～7000 元。联系电话：
15980599585、0593-8991851 郑女士。

宁德市华阳新型复材制品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2人，大专以上学历，设计

类、工程或机械类、高分子专业，月薪8000
元～12000元；模具工程师 1人，大专以上
学历，机械类专业，月薪 8000 元～12000
元；电气工程师 1人，大专以上学历，电气
自动化相关专业，月薪 10000 元～15000
元；项目经理 1人，本科以上学历，机械类
专业，月薪 10000元～13000元；质量工程
师 1人，大专以上学历，理工类专业，月薪
8000元～12000元；自动化工程师 1人，大
专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月薪
8000元～12000元；电工 1人，中专以上学
历，电气专业，月薪 5000元～7000元；三
坐标测量员 1 人，机械、工程专业，月薪
7000 元 ～9000 元 。 联 系 电 话 ：

17759328328 吴 女 士 ， 邮 箱 ：
1215394350@qq.com。

福建省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5人，本科以上学历，物理

类、化学类、材料类相关专业，本科生月薪
5000 元～7000 元，研究生月薪 8000 元～
10000元；生产计划工程师 1人，本科以上
学历，化学化工类专业；PQE工程师 2人，
本科以上学历，化学类、材料类、管理类相
关专业；助理/质量工程师 2人，专科以上
学历，化学或材料类专业，月薪 6000元～
9000元；机械工程师 2人，专科以上学历，
机械自动化类、电器自动化类相关专业，2
年以上生产型工厂设备维护工作经验，月
薪 9000 元 ～20000 元 。 联 系 电 话 ：
13655022219 杨 颖 ，邮 箱 ：qiu.mei⁃
mei@shanshan.com。

环朝（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薪酬绩效专员1人，大专以上学历，人

力资源、行政管理专业，年薪 6万元；会计
1人，大专以上学历，财会管理、会计学专
业，年薪 7万元；品控质检员 1人，大专以
上学历，质量管理、化工化学专业，年薪 6
万元；车间主任 3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力
行政、企业管理专业；设备管理 1人，大专
以上学历，自动化设备、机电一体化专业；
销售总监 1人，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专业；环安员 1人，大专以上学
历，环境保护、安全工程专业；生产计划专
员 1人，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应用专业，

年薪 6万元；叉车工 1人，中专中技学历；
工程车维修工1人，中专中技学历，机械制
造相关专业。联系电话：18344999431 陈
秋燕，邮箱：huanchaojituan@163.com。

福建省浩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文员 1人，底薪 3000元～4000元+补

贴；绘图员 1人，底薪 2000元～3000元+
补贴；出纳1人，底薪4000元～4500元+补
贴。联系电话：13828843887，邮箱：hao⁃
bai3887@163.com。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体系专员5人，本科以上学历，粉末冶

金或超硬材料专业，年薪8.5万元；操作工
5人，本科以上学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
业，月薪 5000元～8000元；氩弧焊（钳工）
3人，应届本科毕业生，电器与自动化专
业，月薪 5000 元～8000 元。联系电话：
15259375557 王建辉。

年丰（福建）电机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5人，本科以上学历，英语

或国贸专业，提供吃住，月薪 4000 元～
10000元；机电设计 2人，本科以上学历，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年薪 10万元；生
产经理 1人，大专以上学历，机电、机械化
专业，年薪10万元以上；副总1人，大专以
上学历，机电、机械化专业，年薪15万元～
20万元；海外专员 3人，大专以上学历，营
销及销售管理专业，年薪20万元以上。联
系电话：13205938555 张渝杨，邮箱：
4744431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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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宁德时代、青拓集团等龙头
企业带动下，宁德市四大主导产业呈爆发
式增长态势，2020年、2021年产值先后突
破2191亿元和3681亿元，仅龙头企业吸引
就业人员就先后达到6.7万人和8万人。

如何满足主导产业对人力资源的需
求，合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
成为宁德市人社部门的一项重要课题。
对此，宁德市创新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提升
专项行动，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水平。

突出一个“引”字
解决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跨省劳务合作。组织 6 支共

61人精准招工小分队，分赴山西、河南、云
南、湖南、贵州等 5个省份开展招工服务，
与 45个县（市、区）签订长期劳务合作协
议，在云南、河南等地设立 5个劳务工作
站，全市引进省外劳动力3.17万人。

——包机包车服务。在省外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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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务工
人员落地到求职单位提供免费乘车服
务。全市包机 5个航班包车 49车次实行

“点对点”运送1394人。

——鼓励以工引工。支持用工企

业通过“以老带新”和“以工引工”方式招
工，在企业既有奖励的基础上，对企业在
职员工为相关企业引进劳动力并稳定就
业的，给予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通过保
障好来宁务工“种子选手”，不断完善企业

“以工引工”机制，吸引更多人来宁务工。
目前通过“以工引工”方式解决用工需求
1.37万人。

突出一个“留”字
解决本地人员就业难题
——开展“万人回归”行动。鼓励

村（社区）参与劳动力输送，下达县、乡、村
三级新增用工任务指导计划 1万多人，建
立2273支用工服务队伍，广泛发动基层党
组织，组织乡（镇）、村（居）干部走访动员，
为企业和劳动力“牵线搭桥”，全市实现本
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7102人。

——扶持就业创业。全市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1.34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7218万元，均列全省第一。目前，全市自
主创业高校毕业生2404人，自主创业企业
2368个，带动就业 1.69万人，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项目参加省级资助项目评审获
奖数量连续7年位列全省第一。

——实施稳岗留工政策。出台全

省力度最大的一次性稳就业奖补政策，发
放奖补3792万元，惠及员工10.2万人。按
照要求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将中
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由 60%提高到 90%，大
型企业由 30%提高至 50%，已为 5330家企
业发放稳岗返还3267万元。

突出一个“优”字
解决人才服务滞后问题
——打造公平优质的市场秩序。

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
动，同时组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进
一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开展人力
资源服务现状调查，进一步摸清全市人

力资源服务业供给及需求现状，有针对
性地加快建设区域性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全市新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8家，东
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实现医社保、就
业创业、职业技能、人才服务等公共服务
事项一体化。

——提升住房医疗教育服务水
平。出台《宁德市新市民积分管理暂行规

定》，实施以积分入住、入学为核心的差异
化优惠政策，新市民凭积分可享受住房保
障、子女教育、技能培训、就业创业、个人
荣誉等积分服务政策，促进新市民融入宁
德、扎根宁德，实现精准引进、留住产业和
城市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提高文化旅游对产业员工的
吸引力。定位产业员工群体，动员各类重

点企业组织员工利用周末在宁德开展周
边游、乡村游。着力打造百万茶客寻茶之
旅、畲族风情体验之旅、赶海踏浪之旅、文
化摄影之旅、洞天福地之旅、乡愁记忆之
旅、纳凉避暑养生之旅等 7大特色旅游产
品，提升宁德旅游产品对产业员工的吸引
力。鼓励引导酒店、民宿推出“过路费抵
住宿费”“住一晚送一晚”优惠措施，提高
企业员工开展本地游的热度。

宁德市开展专项行动

满足主导产业人才需求
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水平

日前，宁德市人社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通
知，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
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
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合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就业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条件成
熟的公共服务场所，通过功能区域划分、共享场
所等方式，建立“零工市场”。

通知要求，加强零工市场动态管理，建立动
态管理名录库和开展零工岗位信息归集工作。
各地对政府支持的零工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和运

营维护相关支出，可按规定从就业补助资金等
渠道列支。发挥各级媒体作用，向求职者和用
工主体广泛宣传推广零工市场信息，提升大众
对零工市场的知晓率与认知度，吸引更多灵活
就业人员“进场”，促进人岗有效对接，重点宣传
优秀示范点典型工作经验。充分借助数字经济
和网络平台，发挥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方面的公
信力，提高零工市场平台的监管水平，规范网络
零工行为，引导“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

日前，宁德市人社局下发通知，决定面向社
会征集一批创业导师，加强该市创业导师队伍
建设，更好地为广大创业人员提供咨询、指导服
务。

据悉，创业导师选聘范围包括大中专院校、研
究机构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创新创业教
学、研究的学者或专职从事创业指导副高以上职
称的教师；自主开办企业5年以上，并保持一定利
润增长的成功创业人士；具有5年以上创业投资或
企业管理经验，有较强整合创业资源能力的企业
管理者、投资专家、天使投资人；社会团体和社会

中介、咨询、培训、创业孵化等机构从事创业指导
相关服务5年以上的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财政、市场管理、税务、金融、法律、科技、商
务、中小企业管理等部门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
熟悉创业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的人员等。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宁德市创业导师
申请表》并附相关资质、荣誉等材料，市属、省属
单位申请人经所在单位（或推荐单位）审核后，
统一报送宁德市人社局；县（市、区）申请人由各
县（市、区）人社部门收集汇总后，对申请人资格
条件等进行审核后统一报送宁德市人社局。

创新创业活力迸发 宁德征集创业导师

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公布2022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名单的通知》，宁德市共有34
个项目获得省级资助，资助金额共计159万元。

宁德市人社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项目单位从接受资助起3年内，于每年11月31日前报送资
助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确保资助资金专款专用，推动创业项目持续、健康发展。

34个毕业生创业项目获省级资助

全面展现宁德青年工匠风采

宁德首届机械工程职业技能竞赛举办宁德首届机械工程职业技能竞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