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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组部、中宣部、人社部、科技部公
示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先进集体
拟表彰对象。宁德时代新型锂电池开发及应
用创新团队入选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名单。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每 5年一次，

重点表彰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科研项目、重
大工程中涌现出来的领军人才；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地方区域发展重点领域、优势产业等
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长期坚持工作在一线
专业技术岗位，潜心本职工作，具有无私奉献
和拼搏攀登的精神，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优

秀人才。
据介绍，此次入选是宁德市历史以来的首

次，对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推动该市高层次人
才选拔和培养，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拟表彰公示

宁德时代创新团队上榜

日前，宁德市人社、财政部门共同印发《关
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实施工作
的通知》，在全市范围推进职业技能电子培训
券（简称“职业培训券”）应用工作。

继 9 月 30日宁德市本级发出首批培训券
1000张之后，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发放职业
培训券 7534张，激活 2320张，使用 1981张。在
全省率先完成发券、领券、用券、结算全流程技
术测试，确保职业培训券顺利结算。

接下来，宁德市还将陆续发放 3.3万张职
业培训券，在企业职工培训、以工代训、就业技
能培训、见证补贴（培训单位组织）、马兰花创
业培训等范围推广使用。有培训需求的劳动

者可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职补小助手”微信
小程序等渠道申领培训券。

职业培训券应用具备 3大特点：一是券款
匹配。建立券款对等匹配机制，实现职业培训
券额度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等额匹
配，有效保障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供给。二是高
效结算。全市职业培训券结算工作统一由市
本级承担，大幅度压缩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结算
周期，实现便捷、高效、安全结算，提高培训单
位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三是全程监
管。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引入“人像识别”
技术，具备完整的全过程在线学习监控与审查
机制，确保学习真实性和有效性。资金监管引

入福建省乡村振兴（扶贫惠民）资金监管平台，
实时监管每一笔资金使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宁德市职业技能电子培训
券分通用券和定向券两种，领取“通用券”后，
若未在 10 个工作日内使用，职业培训券则失
效；领取“定向券”后，若未按时到相应培训单位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培训券失效。持券参
加培训后，需在12月31日之前取得培训合格证
明。劳动者已持有未使用的职业培训券，不再
发放新的职业培训券。每张职业培训券仅用于
一个工种的培训使用，最多可使用2次，其中线
上、线下各 1次。培训券兑付金额根据实际培
训项目的补贴标准，培训券余额不可重复使用。

宁德推进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应用

将再发放3.3万张职业培训券

近年来，宁德市人社局大力推动重点企业
自主设立企业培训中心、申报等级认定机构，
推进企业发挥技术人才培养、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主体作用。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成立宁德首个企业培训中心，标志着宁德

时代运营体系建立特有的人才培养体系。
2021年以来，运营培训中心累计开展培训

4258场次、4439课时，共计培训人员146541人次，
培训平均满意度达4.8分（5分制），涵盖运营管理
提升系列培训、校招生通识培训、技术工人岗前培

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技能人才等级评价、技能
大师培养等各项培训课程。今后，宁德时代运营
培训中心将围绕讲师授课技巧、讲师队伍建设和
课程自主开发三大方向，不断钻研提升，稳扎稳
打，全面推进培训工作，力争更上一层楼。

宁德推动重点企业自主设立培训中心

近年来，宁德市人社局围绕资金支持、搭建平
台、营造氛围，支持各类群体创业带动就业，为更多
人投身创业提供有利条件，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2021年以来，全市发
放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生活补
贴等637.17万元。大中专院校（含技校）在校生
及毕业5年内的毕业生可申请最高30万元的创
业担保贷款，其余符合条件人员贷款最高额度为
20万元，符合贴息条件的，由财政部门予以贴
息。截至9月底，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96笔
17797万元。2021年起，每年从就业补助资金
中，统筹安排不少于500万元的创业支持资金用
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

搭建创业交流平台。连续 5年举办宁德市
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果展，连续3年组织该市优秀
创业项目参加温州创业创新博览会。推荐优秀
项目参加省级大中专毕业生创业资助项目评审，
获奖数量连续6年全省第一。今年举办宁德市
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和三年内创业项目市级资
助评审活动，共有86个创业项目获得资助392万
元。建立创业导师库，搭建创业者与创业导师对
接平台，举办创业讲座、创业沙龙、项目巡诊等活
动，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青年创业实
践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帮扶，强化对创新创业
工作的指导和服务，有效促进创业者成功创业。

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全市共建立 14个创

业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专家指
导、创业孵化等创业服务。发挥各县（市、区）高
校毕业生协会具有的组织覆盖面广、宣传阵地
多等优势，通过宣传引领、就业创业活动等举
措，更好地服务青年创业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
力量支持毕业生创业，营造支持创业的良好氛
围。截至 9月，该市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 1924
人，创业项目1886个，创业带动就业13317人。

下一步，宁德市人社局将继续支持创业带
动就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扶持政策，为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
等一系列创业服务，从创业资金、场所、项目等
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资金支持 搭建平台 营造氛围

宁德支持各类群体创业带动就业

从宁德市人社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充实完善高技能人才评委库，增强高技能人才项目评审的科学
性和规范性，宁德市面向全市补充征集高技能人才评委库评委
人选。

人选条件应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遵纪守法，公道正派，
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作风，客观公正
的工作态度；具有相关人才评审工作经验，能够独立进行高技
能人才项目评判和评价工作，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文字工作
能力；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能够全身心投入
较高强度的评审工作，国家级人才可放宽至 70周岁（其中院士
年龄不限）。

同时，人选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
国技术能手、福建省技术能手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高技能人才，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技能大师、省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职业院校国家级、省级督导员，国家
级、省级各类竞赛裁判员、评委；具有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
格（技能等级）或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宁德征集高技能人才评委库人选

福建康海物流有限公司
办公室助理：1人，大专，3500～4500元/月，年龄 20-35岁。

联系人：林先生，电话：18350305552，地址：宁德市蕉城区疏港路

15号康海物流。

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化学工程师：6人，本科，化工相关专业，4500～6000元/月，年

龄 20-30岁；机械工程师：6人，本科，工科专业，4500～6000元/
月，年龄20-35岁；电气工程师：6人，本科，电气、机电、自动化、电

力等相关专业，4500～6000元/月，年龄 20-35岁；铲车驾驶员：9
人，初中，初级技能，4000～6000元/月，年龄 20-40岁；机修技术

员：9人，初中，4000～6000元/月，年龄 20-35岁；冶金实验员：9
人，中专，4000～5500元/月，年龄 20-30岁。联系人：张女士，电

话：0593-8928123，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闽海路88号（联德

公司公交站点）。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员（电器）：1人，6000～8000元/月，年龄 18-50岁；

工艺工程师：6 人，本科，电化学、材料类、化工类专业，5500～
10000元/月，年龄 18-40岁；生产统计员：2人，大专，4500～6000
元/月，年龄18-35岁；设备工程师：3人，7000～20000元/月，年龄

18-45岁；设备技术员（电工）：2人，初级技能，5500～8000元/月，

年龄 18-50岁；设备技术员（机修工）：3人，5000～8000元/月，年

龄 18-50岁；品质工程师：4人，大专，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

业，4500～7000 元/月，年龄 18-45 岁。联系人：邱小彬，电话：

18033903654，地址：宁德市古田县大甲镇大甲工业园16-1。
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文员：1人，高中，3000～5000元/月，年龄：20-35岁；品检员：

5人，高中，3000～6000元/月，年龄 20-35岁；技术员：1人，高中，

3000～6000元/月，年龄20-40岁；普工：50人，4000～6000元/月，

年龄 20-55 岁；注塑产品设计项目工程师：2 人，大专，6000～
10000元/月，年龄 25-45岁；数据员：1人，高中，3000～5000元/
月，年龄20-35岁。联系人：林小姐，电话：18859629586，地址：宁

德市蕉城区漳湾镇疏港路168号。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化验员：10人，高职，4000～5000元/月，年龄：18-35岁；机修

钳工：3人，高中，4500～6000元/月，年龄 20-50岁；电工：3人，高

中，4500～6000元/月，年龄 18-45岁；普工/操作工：30人，初中，

5000～7000 元/月，年龄 19-45 岁。联系人：余小姐，电话：

0593-8920082，地址：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工业路27号。

宁德振华振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IE工程师：2人，大专，工业设计专业，6000～10000元/月，年

龄 20-44岁；班组长：17人，5500～8000元/月，年龄 18-40岁；机

修工：12人，高职，5000～8000元/月，年龄18-40岁；叉车司机：60
人，5000～8000元/月，年龄 18-40岁；普工：600人，初中，5000～
8000元/月，年龄18-45岁。联系人：朱小姐，电话：13860396603，
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闽东中路海滨一号2栋1梯1803。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
质检员：20 人，高中，3500～5000 元/月，年龄 20-35 岁；仓

库管理员：10人，高中，3500～4500元/月，年龄 20-30岁；会计：

10人，本科，财会专业，初级，4000～6000元/月，年龄 20-35岁；

文员：5 人，大专，3000～5500 元/月，年龄 20-35 岁；电工：100
人，初中，6000～8000 元/月，年龄 20-48 岁；机械工程师：3 人，

高中，机电相关专业优先，中级，6000～20000 元/月，年龄

25-45岁。联系人：周其龙，电话：0593-6600550，地址：福安市

湾坞镇湾坞工贸区。

近日，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公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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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个创业项目获得资助，资
助金额总计 123万元。

宁德市人社局要求，各项目单位要按照

相关文件要求，从接受资助起 3 年内，按年度
向市人社局报送资助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
情况。同时，要确保资助资金专款专用，推
动创业项目持续、健康发展，努力成为该市
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示范项目。各县

（市、区）人社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
局，宁德师范学院要持续做好省级资助项目
的跟踪服务工作，加强对资助创业项目的指
导服务，营造全社会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的良好氛围。

24个毕业生创业项目获123万元省级资助

2021年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宁德市获奖名单相 关 链 接相 关 链 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姓名

翁佳楠

田小宇

刘晓怡

宋子菁

李阳

林丽丽

张龙威

刘雯雯

陈乾

郑智奇

吕宇杰

张寿水

杨华杰

何雨薇

陈荣杰

张国荣

刘锦春

陈嘉业

陈艳

李憬超

魏平

陈剑雄

薛晓玲

程景景

项目（企业）名称

福鼎市拾荒老树白茶研究所

屏南县致一家庭农场

宁德耢登文旅有限公司

福建省智享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花舞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鼎市飞鸟教育信息咨询中心

福鼎深山寻白茶专业合作社

霞浦县鱼果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禾禧堂食品有限公司

宁德市阿奇山农业有限公司

宁德市润福缘茶业有限公司

霞浦县钦华水产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苏泰副食品经营部

福建辰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德爱美丽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古田县东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寿宁县鳌阳珠春蔬菜经营部

福安市朝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寿宁县韶之源农民专业合作社

福建君艺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舞极道文化艺术活动策划服务部

寿宁县芹洋乡景气家庭农场

宁德市节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筑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资助金额等级（万元）

10

10

10

8

8

8

8

5

5

5

5

5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毕业院校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

吉林动画学院

华侨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

闽江学院

闽南理工学院

西南石油大学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德州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

郑州轻工业学院

福州工商学院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闽南理工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理工学院

福州工商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
（在校生）

工商注册地

福鼎市

屏南县

屏南县

蕉城区

福安市

福鼎市

福鼎市

霞浦县

古田县

福安市

周宁县

霞浦县

蕉城区

蕉城区

蕉城区

古田县

寿宁县

福安市

寿宁县

蕉城区

蕉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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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疫情防控需求，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每月
10日、25日举办的常态化招聘会均改为网络线上举行，
线下现场招聘会具体恢复时间待通知。其余时间企业
招聘和个人求职请到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窗口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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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3-296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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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