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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山水大酒店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员：15人，3000~3500元/月，年龄：

18—45岁；客房服务员：15人，3000~4000元/月，

年龄：18—45岁；前厅接待员：13人，大专，3000~
4000 元/月，年龄：18—45 岁；水电工：6 人，3000
元/月，年龄：18—50岁；行李员：6人，初中，3000
元/月，年龄：18—30 岁；大堂经理：3 人，高职，

3500~4000元/月，年龄：18—40岁；接线员：5人，

大专，3000 元/月，年龄：18—45 岁；行政文员：4
人，大专，3500~4000元/月，年龄：18—35岁。联系

人：郑先生，电话：0593-2918888-206，地址：宁德

市蕉城区闽东中路18号。

宁德尚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管员（保安）/领班：10 人，4000~4500 元/

月，年龄：20—50 岁；客服助理：2 人，中专，

3500~4500 元/月，年龄：25—30 岁；客服经理：1
人，大专，6000~8000 元/月，年龄：25—40 岁；消

控员：3人，高中，4000~4500元/月，年龄：25—50
岁；新媒体运营推广：1 人，大专，4500~5500 元/
月，年龄：25—35 岁；营运主管/专员：4 人，大

专，4000~5500 元/月，年龄：25—35 岁；招商经

理/主管：3 人，中专，4500~10000 元/月，年龄：

25—40岁；商管主管（安防/消防主管）：1人，高

职，5000~6000元/月，年龄：25—45岁。联系人：

卓女士，电话：13559166849，地址：宁德市东侨经

济开发区德润尚街。

宁德市贝尔乐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幼儿教师：7人，大专，专业：幼教，2500~8000

元/月，年龄：23—30 岁。联系人：孙丽，电话：

13073993913，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宝信城市休闲

旅游街2楼67—69。

拾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员：32人，初中，3500~5000元/月，年龄：

18—50岁。联系人：余女士，电话：15928494077，
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德润尚街。

宁德市赋能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售后客服：3 人，大专，3000~3500 元/月，年

龄：18—45岁；结构设计工程师：3人，大专，专业：

CAD，8000元/月，年龄：18—50岁；外贸业务员：3
人，大专，专业：英语6级，3000~6000元/月，年龄：

18—45岁。联系人：陈雯辉，电话：15375963366，
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北湖滨路 9号中豪

东湖一品28幢2梯1003室。

宁德市好帮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育婴师：10人，初中，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技能：初级，4000~7000元/月，年龄：30—50岁；家

政客服/经纪人：10人，中专，有相关工作经验优

先，3000~6000元/月，年龄：25—50岁；母婴护理

师学员：40 人，5000~10000 元/月，年龄：25—50
岁；全职保洁师：30 人，专业：保洁，5000~7000
元/月，年龄：20—50岁；家务保姆/家政服务员：

15人，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3000~5000元/月，年

龄：25—53岁；家政培训师：2人，大专，相关工作

经验，技能：初级，4500~6000元/月，年龄：30—50
岁。联系人：伊女士，电话：15160185869，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东湖路 8号（福永兴超市对面九州

食府二楼）。

蕉南江叶餐饮店
洗碗工：4人，3500~4500元/月，年龄：18—55

岁；炒锅：4人，5500~7000元/月，年龄：18—45岁；

鱼锅：4人，4000~4500元/月，年龄：18—45岁；迎

宾员：2人，初中，4000~5000元/月，年龄：18—35
岁；服务员：6 人，初中，4000~5000 元/月，年龄：

18—35岁；收餐员：4人，初中，3500~4500元/月，

年 龄 ：18—35 岁 。 联 系 人 ：林 小 清 ，电 话 ：

15880121597，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东路1号万

达广场3楼醉得意。

宁德市快乐宝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轮滑教练：1人，专业：有轮滑教学经验，3000~

6000元/月，年龄：18—26岁。联系人：叶子，电话：

13275912985，地址：宁德市三盛海德公园。

宁德市三都澳大酒店有限公司东侨分公司
前台接待：20人，3500~4000元/月，年龄：16—

40岁。联系人：刘昭秀，电话：13055531465，地址：

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湖滨路8号。

宁德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派送员（兼职）：12 人，初中，1500~3000 元/

月，年龄：18—45 岁；仓管员：10 人，大专，3000~
4500元/月，年龄：18—45岁；快递员（收派员）：20
人，高中，3000~8000元/月，年龄：18—45岁。联系

人：郑先生，电话：0593-2820901，地址：宁德市万

安东路5号鑫都佳苑A区1—101至106店面。

宁德市优房世纪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主管：40人，5000元/月，年龄：22—45岁；房

产经纪人：200人，5000元/月，年龄：18—45岁；租

赁区域经理：1 人，7000 元/月，年龄：22—45 岁。

联系人：林女士，电话：0593-2876666，地址：宁德

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闽东中路 32 号（联信财富广

场）B1区607、608。

宁德途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4人，本科，专业：汽车生产，技

能：初级技能，6000~10000元/月，年龄：18—45岁；

文员：4 人，大专，专业：行政专业，技能：中级，

5000~6000元/月，年龄：18—35岁。联系人：付女

士，电话：18359359228，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七都

镇名爵路1号。

宁德卫星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水环境技术工程师：1人，本科，专业：环境工

程、环境科学、生态学、水生生物学、水文水资源

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4000~8000元/月，

年龄：22—40岁；部门助理：1人，大专，专业：行

政、管理类专业优先，3000~4500 元/月，年龄：

22—35 岁；软件工程师：1 人，本科，专业：计算

机、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6000~10000元/月，

年龄：22—40岁；遥感工程师：2人，本科，专业：

光学工程技术、林业、气象、环境科学与技术、生

态学、地理信息、测绘、水文水资源管理、摄影测

量与遥感等，5000~10000元/月，年龄：22—40岁；

助理绘图员：1人，大专，专业：园林、景观、建筑、

规划、设计相关专业，3500~5000 元/月，年龄：

22—40岁；大数据工程师：1人，本科，专业：计算

机、数学等相关专业，8000~20000 元/月，年龄：

24—45岁；光谱工程师/应用专家：1人，本科，专

业：光学工程技术、农业（光谱方向）、植被（光谱

方向）、林业、气象、环境、生态、GIS、地理、水文

水资源管理，6000~10000 元/月，年龄：24—45
岁。联系人：陈女士，电话：17318370735，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宁川南路 1—1号华景嘉园 1幢总

部经济大厦 11层。

宁德银典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环保技术员：17人，初中，4000~6000元/月，

年龄：20—45 岁；仓管员：3 人，高中，4000~5000
元/月，年龄：20—35 岁；机电学徒：10 人，初中，

4000~5500元/月，年龄：20—45岁；管理员：5人，

大专，4000~4500 元/月，年龄：20—35 岁；总务专

员：1人，4000~5000元/月，年龄：20—40岁。联系

人：陈先生，电话：0593-2773518，地址：宁德市漳

湾新港路1号。

宁德盈众汽车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2 人，高中，3500~5500 元/月，年

龄：22—40 岁；客服经理：2 人，大专，4000~5500

元/月，年龄：22—40 岁；汽车索赔员：2 人，大

专，3500~5000 元/月，年龄：22—40 岁；油漆技

工：4 人，中专，技能：中级，4500~7000 元/月，年

龄：22—40 岁；机电技工：4 人，中专，技能：中

级，4500~7000 元/月，年龄：22—40 岁；服务顾

问：6 人，大专，3500~5500 元/月，年龄：22—40
岁；销售顾问：10 人，大专，具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5000 元/月，年龄：22—40 岁。联系人：陈

婷，电话：13559902838，地址：宁德市蕉城区福

瑶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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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10000 元/月，年龄：20—44 岁；班组长：17 人，

5500~8000元/月，年龄：18—40岁；计划员：8人，

大专，专业：物流相关专业，4500~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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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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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程师：5人，高中，专业：电气相关专业，

技能：中级，6000~20000元/月，年龄：25—45岁；办

公室文员：5人，大专，3500~5500元/月，年龄：20—
35 岁；化验员：30 人，高中，3000~4500 元/月，年

龄：20—30岁；电工：100人，初中，6000~8000元/
月，年龄：20—48岁；机修工：100人，初中，6000~
10000元/月，年龄：20—45岁；行政接待：5人，大

专，4000~5500元/月，年龄：20—35岁；统计员：40
人，中专，3500~5000元/月，年龄：20—35岁；质检

员：20 人，高中，3500~5000 元/月，年龄：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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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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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员：5人，大

专，3000~5500元/月，年龄：20—35岁；普工：1000
人，初中，4000~6000元/月，年龄：20—40岁。联系

人：周其龙，电话：0593-6600550，地址：福安市湾

坞镇湾坞工贸区。

2020年以来，宁德市以贯彻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为主线，从“责任落实、机制创新、典型培育、隐患排查、案件查处”五
个方面着手，积极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全力解决好农民
工“讨薪难”问题，累计为500名劳动者追回工资710.08万元。2021
年12月，宁德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被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授予“全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聚焦责任落实，严考核、促规范

严格考核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采取考核结果和典型问题
抄送方式，把治欠保支工作作为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建立“周分析、月通报、季核查”工作机制。

首创核查规范。编印《宁德市工程建设项目劳动用工管理台
账现场核查规范》和《宁德市在建施工项目根治欠薪实用手册》，统
一一套台账，明确核查内容，让问题解决有章可循。2020年 5月，
在全省首批公布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标杆项目 11个和示范
项目109个。

聚焦机制创新，填空白、破难题

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宁德市人社局联合5个行业主管
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在建工程项目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的通知》，
在全省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工程款支付担保定义、适用范围、程序
要求等内容，建立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实现工
程款支付现金担保模式逐步向金融机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担
保方式转变。

实行“网格化”监管。确定乡镇（街道）、社区（重点村）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协理员为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员，建立网格员包片区、监
察员包项目的“网格化”监管工作制度，把问题和矛盾处置化解在
基层一线。

聚焦典型培育，树标杆、做示范

开展“无欠薪项目部”亮牌行动。2021年3月，在全省率先开展
“无欠薪项目部”亮牌行动，即在项目部显著位置张挂“无欠薪项目
部”牌子，公开举报投诉微信公众号，更好方便农民工投诉维权。目
前，全市已有493个项目部完成亮牌工作，基本实现全覆盖。

开展“无欠薪标杆项目”推荐公布。以“无欠薪项目部”亮牌行
动为基础，在全市积极开展“无欠薪标杆项目”推荐公布工作，让

“后进”单位学有标杆、赶有目标。2021年5月，在全省首批公布市
级“无欠薪标杆项目”45个。

聚焦隐患排查，补短板、疏堵点

开展梯次核查。人社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分别深入用人单位
开展全覆盖、分行业核查，以此为基础，人社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
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监督检查，过程中注重问题整改限期“清仓”。

联动快速处置。2021年 6月印发《关于建立农民工工资问题
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进一步从欠薪欠款、网络舆情、讨薪警情、

欠薪信访4个方面对农民工工资问题处置予以明确，完善人社与工信、网信、公安、信访等部
门联动处置机制。

聚焦案件查处，严规范、强震慑

严格规范行政调解程序。印发《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纠纷行政调解程序规定
（试行）》，在全省率先实行“人社纠纷行政调解+劳动人事仲裁审查确认”制度，实现劳动保
障监察执法成本和农民工维权成本“双节约”。2021年9月，运用该制度成功办理欠薪投诉
行政调解第一案，为快速有效处理欠薪问题提供了更快途径。

持续保持欠薪高压态势。在全省率先印发实施宁德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部分）》，通过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幅度，为根治欠薪工作提
供更好的法治保障。2021年1月，霞浦县人社局针对某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拨付人
工费用问题，开出全省首张顶额10万元罚单，有力震慑了违法企业。

近日，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
局联合发文确认刘涛、张重义等 4
人为宁德市第一批柔性引才人选。

据介绍，宁德市柔性引才采取顾
问指导、短期兼职、对口支援、“候鸟
服务”、项目合作、二次开发、“飞地
引才”等方式（不含省市科技特派

员、科技服务团、名医师带徒工作室
等），从市外柔性引进人才或团队。
符合条件的第一至第五层次柔性引
进 人 才 ，分 别 享 受 每 月 12000 元 、
6000 元、4000 元、3000 元、2000 元的
生活补贴，发放周期不超过 3 年。在
服务期满考核评估合格后，再分别给

予 30 万元、15 万元、5 万元、3 万元、2
万元的奖励补助。

此次柔性引才人选含第一层次
人才 1 人，第三层次人才 1 人，第五
层次人才 2 人。他们在科研立项、参
评重大奖项、推荐社会荣誉等方面，
将享受全职引进人才同等待遇。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宁德市公布第一批柔性引才入选名单

“谁用人，谁评价。”宁德市首批企业
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认定名单近日正式
对外公布，杨帆、王卫东等38人入选。此
次入选企业自主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同
等享受“天湖人才”五类的政策待遇。

2021年10月，宁德市出台《宁德市
企业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认定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通过优化改进人才
评价方式，赋予用人主体更多自主权，
提升人才评价精准性和人才政策覆盖
面，激发企业引才用才积极性主动性。

该《办法》规定，企业自主认定高
层次人才实行名额分配制，适用企业
自主认定的人才必须是经营管理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或技能人才，符合条
件的企业根据分配名额制定人才评价
认定方案。同时，企业名单实行动态
管理，由市税务局、科技局分别根据企
业税收额排名和研发费用分段补助核
定总额排名，每年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进行动态调整。

谁用人，谁评价
宁德市首批企业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认定名单公布

近日，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
公布宁德市第五批重点产业人才首套
房购房补助人选名单，来自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核霞浦核电有限
公司的43名“天湖人才”入选。

据介绍，重点产业人才是指由经
宁德市工信局认定的冶金新材料、锂

电新能源等重点产业相关企业引进培
养的符合相关条件的人才。被认定为

“天湖人才”的重点产业人才购买本地
首套商品房的，一类人才按所购首套
商品房总价的50%给予购房补助（不超
过 100万元），二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
品房总价的40%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60万元），三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品房

总价的 30%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40
万元），四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品房总
价的 25%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20万
元），五类人才按所购首套商品房总价
的 20%给予购房补助（不超过 15 万
元）。本批次入选人员首套房购房补
助发放期限从 2021年 12月 29日起计
算，分5年平均发放。

强化“天湖人才”住房保障
宁德市第五批重点产业人才首套房购房补助人选确认

近日，宁德市首批锆镁新材料产
业人才补助人选名单正式出炉，来自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姜波、史鑫
等8人入选。

《宁德市促进锆镁新材料产业发
展的六条措施》通过对山区县锆镁新

材料产业企业引进的人才在实施市级
人才政策基础上，给予叠加支持，支持
企业与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鼓励
以企业为主引进博士、教授等“高精尖
缺”人才，支持建设锆镁新材料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措施，为锆

镁新材料产业发展，强化技术人才储
备，构筑产业人才支撑。

据介绍，本次入选宁德市首批锆
镁新材料产业人才补助人选，可按在
宁德实际工作月数，连续3年享受每人
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助。

助推锆镁新材料产业发展
宁德市首批锆镁新材料产业人才补助人选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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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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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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