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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小贴士

电子社保卡是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证，
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由全国社保卡平台统一
签发。

电子社保卡提供养老保险、社保卡、就业创业、人
才人事、劳动关系等服务办理，包括个人权益记录查
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查询等；同时也支持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工
伤异地居住（就医）申请、就业创业证、失业登记、失业
保险待遇申领等人社部门高频事项的线上办理，让数
据多跑路，参保人员少跑腿，甚至一趟不用跑。

用户可通过闽政通、微信小程序、各社保卡合作
金融机构手机银行等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

在闽政通首页顶部搜索电子社保卡，选择“电子
社保卡服务”，进入申领电子社保卡页面，填写身份证
号码和姓名，点击“下一步”；填入手机号码，提示勾选

“阅读并同意《电子社保卡用户协议》”，点击“下一
步”；进行实名认证后即可申领成功。

微信搜索电子社保卡，选择电子社保卡小程序，
点击上面的“待开通”按钮，首次开通，点击“领取电子
社保卡”，允许使用手机号码；填写收到的短信验证
码，点击“允许”；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选择“同
意”；按要求，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从未申请人员，需
设置密码。认证通过后，成功领取电子社保卡。

下载手机银行 app，进入首页，搜索电子社保卡；
点击“进入电子社保卡”，确认姓名、居民身份证、参保
地等社保信息，并勾选“同意隐私条款”，点击“领取电
子社保卡”，并进行人脸识别认证，电子社保卡就领取
成功。

用户可通过怎样开通亲情账户，帮家人领取电子
社保卡。

点击电子社保卡主界面右上角“我的”，选择“亲
情服务”，点击“添加亲情账户”，为家人申请电子社保
卡；输入最初申请设置的密码，点击“下一步”，查看添
加亲情账户告知书；查看后，点击“已阅读并同意”；输
入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关系，勾选“同意”，点击

“添加亲情账户”。如果添加的是 16 岁以下的未成年
人子女，需上传社保卡、个人 1 寸照片，如果是成年
人，只需上传社保卡照片后即可领取。

如电子社保卡申领失败，可前往社保卡发卡行或
当地人社部门进行办理。

电子社保卡申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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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
热线工作人员：15人，学历：专科及以

上，待遇：全职人员4000~7500元/月，非大
夜岗位人员3000~6500元；均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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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邮 箱 ：
694423082@qq.com。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工程师：5人，学历：本科及

以上，专业：电气/机械等相关专业，待遇：
6000~9000元/月；冶金工程师：5人，学历：
本科及以上，专业：材料、冶金等相关专
业，待遇：5000~7000元/月；管理师：5人，
学历：本科及以上，待遇：5000~6000 元/
月。联系人：雷女士 15959309512，邮箱：
ld12275@lidco.com.cn。

宁德市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2人，学历：应届毕业生、

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材料科学、
物理、化学、数学等相关专业，待遇：年薪
7.8万元左右；研发工程师：1人，学历：本
科及以上，专业：材料科学、物理、化学、数
学等相关专业，待遇：年薪 8.4万元左右；
体系工程师：1人，学历：大专及以上，专
业：理工科专业，待遇：年薪7.8万元左右；
外贸助理：1人，学历：大专及以上，专业：
英语、商务/外贸英语、国际贸易、电子商
务相关等专业，待遇：年薪 7.8万元左右；
品管检验员：3人，学历：中专或高中及以
上，待遇：年薪7.2万元左右；模具工：1人，
学历：中专或高中及以上，专业：机械制造
相关专业，待遇：年薪6.5万元左右。联系
人：许女士 13905930224/0593-2727892；
电子邮箱：962381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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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历：本科，专业：船舶动力或机械类专业，待
遇：6000~10000元/月；电气工程师（船舶方
向）：2人，学历：本科，专业：自动化或电气
类专业，待遇：5000~8000元/月；电机设计
工程师：2人，学历：本科及以上，专业：电机
设计相关专业，待遇：6000~12000元/月；工
艺工程师：1人，学历：大专及以上，专业：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待遇：5000~8000元/月；
电气维修技术员：2人，学历：中专及以上，
专业：电气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
业，待遇：4500~7000元/月。联系人：郑女
士15980599585/0593-8991851。

宁德市华阳新型复材制品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2人，学历：大专以上，专

业：设计类、工程或机械类、高分子，待遇：
8000~12000元/月；模具工程师：1人，学历：
大专以上，专业：机械类，待遇：8000~12000
元/月；电气工程师：1人，学历：大专以上，
专业：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待遇：10000~
15000元/月；项目经理：1人，学历：本科以
上，专业：机械类，待遇：10000~13000元/
月；质量工程师：1人，学历：大专以上，专
业：理工类，待遇：8000~12000元/月；自动
化工程师：1人，学历：大专以上，专业：电气
自动化相关专业，待遇：8000~12000元/月；
电工：1人，学历：中专以上，专业：电气，待
遇：5000~8000元/月；三坐标测量员：1人，
专业：机械、工程，待遇：7000~9000元/月。
联系人：吴女士 17759328328；电子邮箱：
1215394350@qq.com。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体系专员：5人，学历：本科及以上，专

业：粉末冶金或超硬材料，待遇：年薪8.5万

元；六险二金（入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之后
缴纳六险二金）；享季度奖、年底双薪、满勤
奖、月度绩效奖金、项目技术奖等；享有法
定假 11 天、年假（5—15 天）、婚假、丧假、
生育假、哺乳假、陪产假等；提供套房式宿
舍，内设独立卫生间、阳台、设有热水器、书
桌、衣柜、宽带、空调等；提供入职培训、公
司培训、部门培训、异地培训等；免费班车、
生日福利、工作服、节日福利等。操作工：5
人，学历：本科及以上，专业：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待遇：5000~8000元/月。氩弧焊（钳
工）：3人，学历：应届本科毕业生，专业：电
器与自动化，待遇：5000~8000元/月。联系
人：王建辉15259375557。

中慧联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5人，待遇：3500~20000元/

月，年龄：20—40岁；销售：80人，初中，待
遇：3500~20000元/月，年龄：20—40岁；人
事：1人，大专，待遇：3000~6000元/月，年
龄：20—30岁；企划文案专员：1人，大专，专
业：PS/PR，待遇：4000~6000元/月，年龄：
22—30岁。联系人：陈慧 17326659616，地
址：宁德市宝信行政公馆22栋1梯14楼。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宁德工作部
实习/见习生：2人，大专，待遇：2500~

3000元/月，年龄：22—26岁。联系人：刘
姝姝 0593-2888025，地址：宁德市东侨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泰大厦B—2层。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操作工：3人，初中，待遇：4500~10000

元/月，年龄：20—45岁；行政专员：1人，大
专，待遇：4500~6000 元/月，年龄：20—40
岁。联系人：高敏，电话：18657831683，地
址：宁德市周宁县李墩镇李墩工业园区。

上海得勤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现场主管：5人，中专，待遇：6000~7000

元/月，年龄：25—45岁；岗位工：30人，待
遇：4000~6000元/月，年龄：18—60岁；保
洁：30 人，待遇：3000~5000 元/月，年龄：
18—60岁。联系人：郭先生 13850388200，
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上汽工业园上
海得勤项目部。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物理教师：6人，本科，专业：物理

相关专业，待遇：6000~20000元/月，年龄：
22—35岁；高中语文教师：3人，本科，专

业：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待遇：6000~
20000元/月，年龄：22—35岁；高中化学教
师：2人，本科，专业：化学及其相关专业，
待遇：6000~20000元/月，年龄：22—35岁；
初中数学教师：4人，本科，专业：应用数学
及其相关专业，待遇：5000~20000元/月，
年龄：22—30岁；初中英语教师：6人，本
科，专业：英语及相关专业，待遇：5000~
20000元/月，年龄：22—30岁；初中语文教
师：3人，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
业，待遇：5000~20000元/月，年龄：22—32
岁；初中物理教师：3人，本科，专业：物理
相关专业，待遇：5000~20000元/月，年龄：
22—35岁；小学英语教师：4人，本科，专
业：英语专业相关，待遇：5000~10000元/
月，年龄：22—32岁；小学数学教师：4人，
本科，专业：应用数学及理科专业优先，待
遇：5000~10000元/月，年龄：22—32岁；小
学语文教师：8人，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
相关，待遇：5000~10000元/月，年龄：22—
32岁；学业规划师：6人，本科，待遇：4000~
10000元/月，年龄：22—32岁；高中数学老
师：4 人，本科，技能：中级，待遇：6000~
10000元/月，年龄：22—30岁；高中英语老
师：4人，本科，待遇：3000~8000元/月，年
龄：22—30岁；高中生物教师：2人，本科，
专业：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待遇：5000~
10000元/月，年龄：22—32岁；初中地理教
师：3人，本科，待遇：5000~10000元/月，年
龄：22—32岁；初中生物教师：3人，本科，
专业：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待遇：5000~
10000元/月，年龄：22—32岁；初中化学教
师：3人，本科，专业：应用化学相关专业，
待遇：5000~10000 元/月，年龄：22—32
岁。联系人：余丽 13850356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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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员：1人，本科，待遇：5000~

7000元/月，年龄：22—35岁；电工：2人，高
中，专业：电工证，技能：中级，待遇：4000~
6000元/月，年龄：22—35岁；运行工：6人，
高中，技能：初级，待遇：4000~5000元/月，
年龄：20—35岁；泛能业务商务技术：3人，
本科，专业：热动相关专业，待遇：5000~
8000元/月，年龄：22—40岁；气源商务代

表：2人，本科，专业：经济学、统计学、电

热、燃气等相关专业，待遇：4000~6000元/
月，年龄：22—40岁；光伏项目经理：1人，

本科，待遇：7000~10000元/月，年龄：22—
40岁；核算主管：2人，本科，专业：会计学

或财务管理，技能：中级，待遇：5000~7000
元/月，年龄：22—30岁。联系人：黄女士

0593-2818005，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

发区闽东中路22号。

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机修工：10人，待遇：10000~20000元/

月，年龄：22—45岁；机修电工：10人，待遇：

10000~20000元/月，年龄：22—45岁；叉车

司机：5人，待遇：8000~10000元/月，年龄：

22—45 岁；保安：20 人，待遇：7000~8000
元/月，年龄：22—35岁；计量工程师：1人，

大专，待遇：6000~10000元/月，年龄：25—
45岁；质量体系工程师：1人，待遇：7000~
10000元/月，年龄：25—45岁；巡检员：20
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业，待

遇：8000~10000元/月，年龄：22—45岁；化

验员：30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

专业，待遇：8000~10000元/月，年龄：22—
45 岁；操作员：100 人，待遇：6000~10000
元/月，年龄：22—45岁；制程质量控制工程

师：5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

业，待遇：7000~10000元/月，年龄：22—45
岁；审计师：5人，本科，专业：审计、会计或

相关专业，技能：中级，待遇：8000~10000
元/月，年龄：22—45岁；来料质量控制工程

师：5人，大专，专业：化学、材料或冶金专

业，待遇：8000~20000元/月，年龄：22—45
岁。联系人：蔡先生18859398003，地址：福

鼎市龙安工业区邦普五金店附近。

福建战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用调试工程师：10人，大专，专业：

机电、数控、电气、自动化、电子等，待遇：

8000~20000元/月，年龄：19—25岁。联系

人：张宇 13950509721，地址：福州市鼓楼

区梅峰支路95号。

福建省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人员：60

人，大专，待遇：2000~6000 元/月，年龄：

18-30岁。联系人：周女士0593-2993160、
2967117，地址：宁德市蕉城北路37号6楼。

日前，由宁德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制
定的《宁德市加快培养省“雏鹰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的
支持办法》（以下简称“支持办法”）正式印发实施。

省“雏鹰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是福建省重点
扶持和跟踪培养的人才项目。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重
点围绕福建省产业发展和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选拔
培养工作需要，面向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经
济组织，选拔推荐学术技术水平较高、创业创新能力
强、发展潜力大的青年拔尖人才。

宁德市此次出台支持办法，将紧密围绕实施新
时代“三都澳人才”强市战略目标，逐步搭建定位明

确、层次清晰、衔接紧密、可持续促进高层次优秀人
才发展的培养和支持体系。通过重点扶持和跟踪培
养，打造一支学历层次高、专业潜力强、创新活力足、
成长空间大的青年高层次人才队伍。

支持办法明确，给予培养对象创新支持。经省
人社厅中期评估考核合格的，给予培养对象每人 5
万元奖励、所在单位 5万元奖励。培养对象在培养
期内取得的研究成果，将所在单位作为第一署名单
位、并以前 2位完成人获省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以
上（含）、省级专利奖二等奖以上（含）的，给予每人10
万元奖励。在培养期内获得国家级人才（科技）项目

支持的培养对象，给予每人 20万元奖励，给予所在
单位 10万元奖励。支持培养对象前往国（境）内外
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重点实验室等，或跟
随院士、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等专家开展学术研修、科
研合作、技术攻关，根据进修地点和时长给予 3000~
30000元不等的资助。给予培养对象尊享服务，优先
纳入国情研修和疗养休假。培养对象可申请持有

“三都澳”英才白金卡，享受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
疗保健等优惠政策。

以上创新支持和访学进修所需资金从宁德市人
才经费中列支，可与市级其它人才补助叠加享受。

宁德市委组织部等三部门出台支持办法

加快培养“雏鹰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修订《宁德市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及研究人员补助资金发放和管理细
则》，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补助资金发放作出相应调整。

新修订的细则要求对新获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进行考核，经考核得分 80分以上，给予建站补
助 100万元。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补助按《宁德市

“天湖人才”评价认定办法（修订版）》执行，享受相应
补助。出站后留在宁德继续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前三年给予就高每月 5000元生活补助，按在宁
德工作月数每年底一次性发放。

受补助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合
理使用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并发挥资金最佳效

益。宁德市人社局、市财政局有权对各项资金的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据介绍，修订版是在实施新时代“三都澳人才”
强市战略框架下迭代升级的一项人才政策，将有效
集聚省内外高层次人才，优化人才服务环境，进一步
助推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宁德规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补助资金发放

给予新设工作站100万元建站补助

近日，宁德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人社局联
合印发《宁德市关于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访学进
修资助等工作的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访学进修、国情研
修、疗养休假以及专家服务工作机制。

管理办法规定，访学进修资助对象为经所在单
位选派，前往国（境）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
企业、重点实验室等，或跟随院士、国家重大人才计

划等专家开展学术研修、科研合作、技术攻关等的高
层次人才（含高技能人才）；重点资助宁德市各行各
业的技术技能骨干和学科团队带头人。全市每年资
助不超过 30人，资助经费按《宁德市高层次人才访
学进修资助标准》提供。

管理办法明确，国情研修对象为经宁德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确认的入选“天湖人才”等在职高层次
人才以及在该市教学、科研和生产一线工作的相当层

次的高层次人才（含高技能人才）。组织人社部门将
定期举办国情研修班，每期30~50人。完成国情研修
学习课时的人才，可取得相应的继续教育课时证明。

此外，管理办法对高层次人才疗养休假、乡村振
兴专家服务团管理均作出详细规定。

以上高层次人才访学进修、国情研修、疗养休
假、专家服务所需经费均由宁德市人才专项经费
列支。

宁德市委组织部等三部门出台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访学进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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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