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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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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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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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联德企业有限公司
化学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化工相关专业，

技能：不限，4500~6000元/月，年龄：20—30岁；机械

工程师：6人，本科，专业：工科专业，技能：不限，

4500~6000元/月，年龄：20—35岁；电气工程师：6
人，本科，专业：电气、机电、自动化、电力等相关专

业，技能：不限，4500~6000元/月，年龄：20—35岁；

铲车驾驶员：9人，初中，专业：无，技能：初级，4000~
6000元/月，年龄：20—40岁；机修技术员：9人，初

中，专业：无，技能：不限，4000~6000元/月，年龄：

20—35岁；冶金实验员：9人，中专，专业：无，技能：

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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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不限，技能：不

限，6000~8000 元/月，年龄：18—50 岁；工艺工程

师：6人，本科，专业：电化学、材料类、化工类，技

能：不限，5500~10000元/月，年龄：18—40岁；生产

统计员：2人，大专，专业：不限，技能：不限，4500~
6000元/月，年龄：18—35岁；设备工程师：3人，专

业：不限，技能：不限，7000~20000 元/月，年龄：

18—45岁；设备技术员（电工）：2人，专业：不限，

技能：初级，5500~8000元/月，年龄：18—50岁；设

备技术员（机修工）：3人，专业：不限，技能：不限，

5000~8000元/月，年龄：18—50岁；品质工程师：4
人，大专，专业：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技能：不

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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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助理：1人，本科，技能：英语口语流利，

4500~8000元/月，年龄：20—35岁；仓管：3人，初

中，专业：不限，技能：不限，4500~7000元/月，年

龄：18—40岁；品检员：5人，高中，专业：不限，技

能：不限，3000~6000元/月，年龄：20—35岁；焊工：

30人，专业：不限，技能：初级技能，7000~10000元/
月，年龄：18—50 岁。联系人：沈小姐，电话：

13685086578，单位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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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无，技能：不限，

4000~5000 元/月，年龄：18—35 岁；机修钳工：3
人，高中，专业：不限，技能：不限，4500~6000元/
月，年龄：20—50岁；电工：3人，高中，专业：不限，

技能：不限，4500~6000元/月，年龄：18—45岁；普

工/操作工：30人，初中，专业：不限，技能：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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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工业设计，技

能：不限，6000~10000元/月，年龄：20—44岁；班

组长：17 人，专业：不限，技能：不限，5500~8000
元/月，年龄：18—40 岁；机修工：12 人，高职，专

业：不限，技能：不限，5000~8000 元/月，年龄：

18—40岁；叉车司机：60人，专业：不限，技能：不

限，5000~8000元/月，年龄：18—40岁；普工：600
人，初中，专业：不限，技能：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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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不限，技能：不限，

3500~5000元/月，年龄：20—35岁；仓库管理员：10
人，高中，专业：不限，技能：不限，3500~4500元/
月，年龄：20—30岁；会计：10人，本科，专业：财会

专业，技能：初级，4000~6000元/月，年龄：20—35
岁；文员：5人，大专，专业：不限，技能：不限，3000~
5500元/月，年龄：20—35岁；电工：100人，初中，

专业：不限，技能：不限，6000~8000元/月，年龄：

20—48岁；机械工程师：3人，高中，专业：机电相

关专业优先，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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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四大名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中历史教师：1人，本科，专业：历史学及其相

关专业，技能：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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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不限，6000~20000元/月，年龄：22—
35岁；高中英语教师：6人，本科，专业：英语及相关

专业，技能：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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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不限，6000~20000 元/月，年龄：

22—35岁；高中数学教师：6人，本科，专业：应用数

学及其相关专业，技能：不限，6000~20000元/月，年

龄：22—35岁；高中数学老师：4人，本科，专业：不

限，技能：中级，6000~10000元/月，年龄：22—30岁；

高中物理教师：6人，本科，专业：物理相关专业，技

能：不限，6000~20000元/月，年龄：22—35岁；高中

生物教师：2人，本科，专业：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

技能：不限，5000~10000元/月，年龄：22—32岁；学

业规划师：6人，本科，专业：不限，技能：不限，4000
元/月，年龄：22—32 岁。联系人：余丽，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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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宝矿业集团（宁德）股份有限公司
井下操作工：30人，初中，技能：不限，6000~

20000元/月，年龄：23—50岁；维修工：6人，初中，技

能：不限，6000~10000元/月，年龄：23—50岁；主扇

房工：6人，初中，技能：不限，6000~10000元/月，年

龄：23—50岁；水泵工：6人，初中，技能：不限，6000~
10000元/月，年龄：23—50岁；卷扬机工：6人，初中，

技能：不限，6000~10000元/月，年龄：23—50岁；竖

井工程信号工：6人，初中，技能：不限，6000~10000
元/月，年龄：23—50岁；选矿厂操作工：15人，初中，

技能：不限，5000~10000元/月，年龄：23—50岁；机

修工：5人，初中，技能：不限，5000~8000元/月，年

龄：23—50岁；电工：3人，中专，技能：有高压电工

证，5000~8000元/月，年龄：23—45岁；储备干部：10
人，大专，专业：安全工程/地、测、采、选专业，技能：

不限，5000~8000元/月，年龄：22—35岁；电气工程

师：2人，大专，专业：电气工程、电气自动化，技能：

初级，8000~20000元/月，年龄：22—55岁；机械工程

师：2人，大专，专业：机械设备，技能：不限，10000~
20000元/月，年龄：25—50岁；选矿工程师：2人，大

专，专业：选矿/矿物加工，技能：不限，8000~20000
元/月，年龄：26—55岁；安全工程师：2人，大专，专

业：安全工程/地、测、采专业，技能：不限，8000~
20000元/月，年龄：22—50岁。联系人：黄群，电话：

18805937658，地址：宁德市古田县凤埔乡北溪村西

朝17号。

近日，宁德市出台《宁德市企业高层
次人才自主评价认定办法》并启动项目
申报，服务于宁德市域内的产业领军企
业及高新技术企业。此举旨在进一步推
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补齐人才政
策短板，赋予用人主体更多自主权。

本次评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符合条件的企业制定人才评价认定方

案，并提交企业所在地人社、组织部门审
核通过后，报送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备
案确认；第二阶段：企业根据已备案的人
才评价认定方案，将评选出的人才经当
地组织、人社部门审核后报送市人社局
审核认定，提交宁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确认。

企业开展高层次人才自主认定将实

行“一年度一认定”。根据宁德市委人才
办公布的《宁德市企业高层次人才自主
评价认定企业名单》，2021年度共有 24
家产业领军企业及成长性较好的高新技
术企业上榜，将评选出 48个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或技能人才，可同
等享受宁德市“天湖人才”五类的政策待
遇。 （通讯员 蔡光）

补齐政策短板 完善人才服务
宁德市开展企业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认定

近日，在宁德市蕉城区某建筑工地打
工的农民工老林被拖欠2000元工资，多番
讨要未果。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用手机
扫了扫在项目部墙上张贴的微信投诉二维
码，并填写相关信息及诉求。出乎意料的
是，第二天他就喜滋滋地领到被拖欠的工
资。这就是宁德市开展“无欠薪项目部”亮
牌行动搭上微信公众号带来的便利。

2013年，宁德市率先在全省探索“无
欠薪项目部”创建活动，实现欠薪投诉案
件大幅下降，得到省人社厅高度肯定，并

召开全省经验交流现场会。外省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也纷纷前来取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微信
普及到农民工，宁德市主动适应新常态，
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无欠薪项
目部”活动水平再提升。2021年 3月，在
全省率先开展“无欠薪项目部”亮牌行动，
着眼建立农民工投诉快车道，尽早尽快把
欠薪处理在苗头阶段，即在项目部显著位
置张挂“无欠薪项目部”牌子，公开可用于
举报投诉的微信公众号，标明“微信扫一

扫、工资跑不了”字样，方便农民工维权投
诉，也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

同时，宁德市以“无欠薪项目部”亮牌
行动为基础，积极开展“无欠薪标杆项目”
推荐公布工作，即对单个工程建设项目实
行百分制评分，综合分析项目劳动用工管
理、工资支付各项制度落实等情况，得分
在 95分以上（含）的作为“无欠薪标杆项
目”进行公布，由宁德市人社局和各行业
主管部门给予联合授牌。今年，宁德市首
批公布市级“无欠薪标杆项目”45个。

宁德“无欠薪项目部”搭上微信公众号

让农民工投诉走上快车道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发布《关于电子
社保卡同步申领的公告》称，10月 28日
起新申领的第三代社保卡，在领取的同
时将同步在申领渠道生成电子社保卡。

目前宁德市支持同步申领电子社保
卡的渠道为：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小程序，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招商银行的手机APP。持其
他社保卡合作银行的用户暂时在电子社
保卡支付宝小程序生成，后续也将陆续
在相应银行手机APP生成。

实体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实现同步申领

宁德时代新型锂电池开发及应用创
新团队在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表彰会上荣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
体”。

该团队拥有 168名成员，其中高级职
称 20名、博士 17名。团队承接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100MWh级新型锂电池规模储
能技术开发及应用”，共获得 68项发明专
利。通过全生命周期锂离子补偿技术，成

功研发业内首款循环寿命达到12000次以
上的磷酸铁锂长寿命电池，是市场平均水
平的2~4倍。这一技术突破了储能领域大
规模应用的关键制约因素，大幅提高电池
循环使用寿命，降低储能度电成本，加速
储能行业商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该
技术也向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转化，
推动电池全生命周期内在储能及动力电
池多场景应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宁德时代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先进

作为福建省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试点企业，青拓集团有限公司日前
启动 2021 年第一批电工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工作，共有 496 名员工报名参加考
试。

针对电工工作特点，本次技能等级认

定采用理论和实训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并
通过电子阅卷形式评分，由福安市人社局
派专员到现场监督指导。

经过规范有序的评审认定，集团全面
完成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
级工、二级/技师四个等级认定工作。

青拓集团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近日，宁德财经学校组织开展为期 6
天的营销员项目制培训班，共有48位学员
免费参加培训。

培训围绕基础理论、产品介绍、营销
技巧等内容，通过场景再现、案例分析、互
动答疑等方式，进行针对性授课，培训内
容丰富。通过培训，学员们不仅学到了营
销员基础理论知识，还提高了学员对营销

工作新的认知，有效地提高了营销员的整
体理论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据介绍，近年来，宁德市人社部门依
托省、市、县三级补贴性免费培训学校大
力推进各类补贴性免费培训工作，通过

“人社补贴经费、院校施训、个人免费参
训”的方式，鼓励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水平。

宁德市为营销员办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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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组织福
建省农林大学旅游学院、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陈秋华等 9 名专家来到
宁德市蕉城区，与蕉城区 12名对口专家
结对深入虎贝镇、霍童镇、洋中镇、金涵
乡、漳湾镇等地，开展“智惠八闽”专家
服务乡村振兴活动，对当地农业产业、

农产品销售等突出问题给予指导性意
见和建议。

此外，专家组一行还前往浮山村、芹
屿村、上金贝村、横屿村等处，对文化生
态旅游资源开发和文旅设施管护利用、
果树种植、农产品销售和合作社运营等
问题给予指导帮助。 （通讯员 林芊）

多名专家深入蕉城乡村指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