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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招聘信息专版
宁 波 中 邦 人 力 资 源 有 限 公 司
1.车管所文职辅警：男女不限，年满18周岁以上至35周
岁以下，男纵跳摸高270CM及以上，女纵跳摸高260CM
及以上，宁波大市户籍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计算
机常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有汽车相关专业知识，有汽车
驾驶证、有汽车相关行业从业经历的优先。
2.车管所车辆查验员，男女不限，年满18周岁以上至
35周岁以下，男纵跳摸高270CM及以上，女纵跳摸高
260CM及以上，宁波大市户籍人员。大专及以上学
历，具备计算机常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有汽车、机械
相关专业，有汽车驾驶证、有汽车相关行业从业经历、
有机动车查验员资格证优先。
报名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南段345号（金都国
际大厦15楼1507/1508室）
联系人：王老师：87115629
孙老师：13456186832、87952255

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
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失业保险政策城乡一体化有关问题通知》
（浙人社发〔2017〕14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
将失业保险政策城乡一体化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从2018年1月1日 (费款所属期)起，本市行政区
域内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与城镇职工同等
参保缴费，即职工个人不分户籍统一按照缴费基数的0.5%
缴纳失业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缴费基数的0.5%缴纳失业保
险费。缴费基数按《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社会保
险费征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2〕139号)有关
规定确定。各参保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申报确定的缴费基数

及时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社保费款项。
二、从2018年1月1日起，农民合同制职工失业后与城

镇职工同等程序申领和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并停止发放农民
合同制职工一次性生活补助。城乡政策统一前农民合同制
职工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的，由单位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时间按50%计算，作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年限。
三、本通告涉及有关文件可在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www. nbhrss.gov.cn）查阅。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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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才市场招聘会排期（12.27-1.3）

月湖街道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现场招聘洽谈会暂停通知

因天气寒冷，月湖街道每周五室外招聘会暂停，如需要提供就业服
务，可以到月湖街道就业创业工作室办理用工求职登记，谢谢配合！
地址：偃月街47号（左边301室）
联系人：赵老师 张老师87171109

如有调整，请以实际招聘信息为准。

日期

12月27日
（周三）

12月29日
（周五）

1月3日
（周三）

招聘会名称

营销、酒店、服装、旅游、餐饮、服务类人才专
场招聘会

劳务技工专场招聘会

营销、行政、人事、财务、翻译、文员、IT、采购
专场招聘会

招聘地点

兴宁东路228号

兴宁东路228号

兴宁东路228号

宁波市汇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1.国企文秘：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中文文秘类专
业毕业，35岁以下，五险一金，双休。具有良好的
文字功底、熟悉公文写作（总结报告、调研报告、汇
报材料、讲话稿等）熟悉运用办公软件及计算机操
作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
2.铁路南站招配合执法管理员：男性，高中及以上
学历，退伍军人学历可放宽，40周岁以下。2天
白班，第三天夜班，第四、五天休息，第六天新一轮
班开始，年薪6.3万/年 五险一金。
地址：海曙区大沙泥街54号中央商座2-20
联系人：殷老师87323987

宁 波 市 鼎 力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1.设计制图 2名：4000元～8000元/月，40岁以下，专
科以上学历（机械设计专业）能熟练使用三维设计软件，
具备产品整体结构设计经验，持驾照。
2.焊工10名：5000元以上/月 ，40岁以下，初中以上学
历，能熟练操作各种焊接设备，有较强的识图能力及焊
接功底。
3.机修电工1名：4000-6000元/月，40岁以下，中专及
以上学历（机电一体化专业）具备水、电、气、机械设备、
冲床模具的安装与维修技能、会三维设计软件。
以上岗位公司缴纳五险、免费提供中餐、享受年休假补
贴、节假日补贴、高温补贴等福利。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竹节岭路30号
联系人：童经理 18067301897

宁波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1.销售顾问：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语言表达能力及沟通
能力，8000-20000元/月
2.客户呼出专员：女，有责任心，能熟练操作电脑，工资
6000-10000元/月
3.行政主管：有驾驶证，能熟练操作电脑，有行政经验，工
资5500-6000元/月
4.白班保安（外包）：男，35岁以下，有保安从业经验，工
资3500-3800元/月
以上岗位均提供免费工作餐，当月入职缴纳五险一金（除
外包），享受体检、旅游、节日福利、年休假等。
地址：海曙区石碶鄞县大道西段183号（雅戈尔集团对面）
联系人：陈经理13566046557，28872822

宁波江北乐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全职店员和兼职店员：若干名，年龄20-35岁，大专
以上学历；形象气质佳、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能力强、
应变能力强；亲和力强、性格开朗善于与人沟通；热爱
法国文化，喜欢法国美食，有学习热情；有一年以上同
行业及会英语交流者优先。
薪资待遇：3000-5000左右，具体看个人综合能力面议
公司福利：缴纳五险、中晚餐补助、发放生日蛋糕券、年
休假、节假日福利、国内旅游等
作息时间：早晚班，一周休一天
地址：江北区大庆南路29号钻石广场20幢1-5MON

EPOQUE面包坊
联系人：杨女士 13056714546

宁波海王星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1.保管员，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细心。高中
以上学历，本地户口优先，年龄45周岁以下，男
女不限，薪资3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庄桥新桥
一路58号。
2.营业员：身体健康，沟通能力好，高中以上学
历，有相关专业或零售经验优先；
3.初级药师：有初级药师证，热爱药品零售行业；
4.执业药师：有执业药师证，热爱药品零售行
业。待遇从优，面谈。
地址：海曙区柳庄巷68弄6号2楼
联系人：张经理87361752,15306629123

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发展部经理：7万/年，会做标书，电脑熟练。双休；
2.出纳：4万/年,本地人优先，有财务经验，责任心
强。双休；
3.品质主管：3500-4500元/月，电脑熟练，有物业经
验。双休；
4.高配电工：3200元/月，有上岗证，责任心强，会操
作。做一休一；
5.安保主管：5万/年,会电脑，责任心强，有安保管理
经验.双休。
联系地址：江东百丈路166号会展中心大厦5A1室
联系人：郑经理 13858225749

宁 波 神 凤 海 洋 世 界 有 限 公 司

1.水族养殖员：2500-70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2.驯养员：2500-70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3.服务员：2400-35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4.检票员：2400-35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5.水下表演员：2500-60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6.保安：2400--35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7.花木工：2500-3000 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8.弱电工：3200-50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月休4天。
联系人：张经理 18668298016
联系地址：鄞州区桑田路936号

宁波同生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铁路公寓食堂厨师：做六休一，工资4000左右，缴纳
社保，节假日加班费，春运奖。地点:庄桥；
2.医药公司票据输入员：女性，40岁以内，已婚已育，高
中以上学历，3000元以上/月，缴纳五险一金，双休。地
点：车桥街医药公司大楼；
3.火车南站客运人员：负责车站检票口验票，站台引
导，窗口售票等，女性，大专以上学历，30岁以下，工资
3000左右，轮班制。地点：宁波火车南站内；
4.医疗公司销售维护：女性，30岁左右，平均年薪7万
左右，缴纳五险一金，无需打卡签到，双休，法定节假日
休息，负责医疗器械用具的售后维护工作。
联系电话：0574-87010184

浙江万盛人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火车站安检若干名：
要求：女性；高中及以上学历；38周岁以下；
工资待遇：固定每月2300-2600元；
工作时间：做一休一 6：30——18：30；
工作地点：宁波火车站
联系人：陈老师18815287482

宁 波 雅 戈 尔 动 物 园 有 限 公 司
1.兽医：男性，本科以上学历，40岁以下，动物医学专业；
2.讲解员：女性，大专以上学历，25岁左右；
3.保安：男性，初中以上学历，35岁左右，退役军人优先；
4.电工：男性，大专以上学历，45岁左右，机电一体相关专
业，有电工操作证或相关资格证书；
5.饲养员：男性，初中以上学历，35岁左右，热爱动物；
6.动物表演人员：男性，初中以上学历，25岁左右，品
貌端正；
7.售检票工作人员：女性，高中以上学历，35岁左右。
地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
联系电话：徐女士 0574-88378712

宁波赢创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电话销售若干名：18-3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金融、财会、管理类专业优先；特别优秀者可放宽学历限
制；负责接听电话搜集新客户的资料并进行沟通，通过电
话邀约的形式开发新客户等工作。
薪资待遇：月薪（税前）5000-80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双休
地点：宁波海曙区镇明路36号中信银行大厦21楼
联系方式：15356053145、15258226029

和 信 物 业
1.商业街区保安：男，35周岁以下，1.75米以上，4500元/月，缴社保。
地点：江北外滩二期。
2.小区管理员：女、45周岁以下，宁波户籍，高中以上学历，电脑办公软
件熟练；待遇面议，单休，地点：江北区榭家附近。
3.小区项目经理：5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地点：江北区、鄞州区。
4.单位食堂服务员：女、55周岁以下，宁波户籍，双休，2450元/月，五险
一金，地点：国际会展中心附近。
5.小学日班保安：男，53周岁以下，宁波户籍，有保安上岗证，单双休，
2800元/月，五险，有工作餐。地点：鄞州区通途路附近。
6.小学夜班保安：男，63岁以下退休人员，宁波户籍，做一休一，2010元/
月，地点：鄞州区通途路附近。
7.小区保安：男，初中以上学历，宁波户籍，60周岁以下，待遇面议，做二
休一。
地点：江北榭家附近、鄞州区明楼附近 联系电话：87711137

浙江金讯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86客服：
岗位职责：负责移动增值业务，如亲情网、流量包等的
电话推广工作；
岗位要求：男女不限，普通话标准，年龄在16-36之间，
较好的沟通与营销能力，能吃苦耐劳，良好的心理素
质，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
工作时间：每天9:00-17:30（正常白班），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休息；
薪酬福利：试用期1～2个月：1860元～2000元；转正
后薪资：底薪+考核奖，工资4000元～6000元。提供
住宿，交通补贴、餐补、带薪年假、节日福利，五险一金
等各项福利。
工作地点：鄞州梅墟，高新区聚贤路399号研发园B3
幢12楼。
联系人：邓小姐 87369701

宁 波 埃 斯 科 光 电 有 限 公 司
1.财务经理1名：30-40岁，大专学历，中级职称以
上，8年制造业账务主管经验；
2.销售内勤1名：22-33岁，女性，大专学历，
CET4，有销售助理经验，英语识读能力好；
3.生产调度主管1名：30-40岁，大专学历，制造业
生产调度经验；
4.模具师傅2-4名：25-40岁，男性，职高学历，5
年以上高速冲压级进模类经验;
以上岗位提供市场同类行业岗位领先薪资水准，
五险一金，免费工作餐，定期福利，职业晋升渠道。
联系地址：北仑小港义成路88号
联系电话：0574-86224334

茵 创 物 业

1.大厦保洁员：1名，女性，要求身体健康，
能吃苦，做六休一；
2.安保人员：若干，身体健康、为人正直，能
进行良好的沟通；
3.高配电工：1名，男性，要求有高配证，有3
年以上大楼高配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成高
配设备的维修保养。
地址：鄞州区四眼碶街60弄2号楼202室
联系人：史老师、吴老师87859316

“‘环环奶奶’是在我们科室住得最久的病人，所有
的医生护士都照顾过她，都将她当成了自己的长辈。她
出院后，家属给科室送来了锦旗，感谢医生为他们争取
了两年尽孝的时间。”近日，李惠利东部医院ICU微信公
众号NBICU上发布了一篇平实而感人的文章《23床》，
讲述了发生在帕金森患者“环环奶奶”身上的故事。

“环环奶奶”全名叫范爱环，是宁波本地人。两年
前，80高龄的她因为“反复神志不清，帕金森病”住进
了李惠利东部医院ICU，成了23床的病人。

“环环奶奶”这个名字是一名小护士突发奇想取
的，老奶奶名字里有个“环”字，加上当时《甄嬛传》的余
热未消，“环环奶奶”便被大家叫开了。

两年里，“环环奶奶”无法自主呼吸，无法正常饮

食，整个人呈现半植物人状态。治疗和照料都是一项
巨大的工程。

但让所有医护人员印象深刻的是，她有一双清澈
的眼睛，不像是一般的重症病人。偶尔笑起来也像孩
子般天真。

“环环奶奶”有3个儿子，二儿子陈国征每周一到
周六都会来院探望，风雨无阻。大儿子和小儿子由于
工作关系只能每周日过来。对于母亲的治疗，三兄弟
的态度完全一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治。”

ICU每天探望时间是10：30至11：00。陈国征9
点出发，从北仑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赶到医院。先
是陪母亲说话唠家常，跟她讲讲生活中的趣事烦心事，
再是打一盆热水给母亲洗脸、擦身，涂上润肤露，有时

还要剪手指甲脚趾甲，最后花10分钟用按摩仪给母亲
按摩腿脚。过程中必定是打开播放器给母亲放她最爱
听的越剧。

11月以来，“环环奶奶”病情时有反复，11月下旬，
她终于到了弥留状态。陈国征决定接母亲出院：“我们
没有遗憾，医生尽力了，我们尽力了，母亲也尽力了，这
一天终究要来，比预期晚了两年，我们心满意足。”

出院当晚，范爱环走了。日前，陈国征给医院送来锦
旗，感谢医生为他们兄弟三人争取到两年尽孝的时间。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医护人员对他们也是满怀谢意：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为人子女的孝，谢谢你们的理解与
支持，这才是我们医疗事业得以继续的最大动力，是我们
医护人员的信仰。”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王燕

“谢谢医生为我们争取了两年尽孝的时间”
老太太住进ICU两年，儿子送锦旗致谢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