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清职业中专学校校企合作单位联合招聘公告 

 

闽清职业中专学校就校企合作单位人才招聘公告，优先考虑合作

校的 2018 级毕业生，无论专业是否对口，优先就业。现就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福建分公司（简称：上汽集团）、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时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仕海船

舶管理有限公司福州海昇海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人才招聘公告如下： 

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福建分公司（简称：上汽

集团）是国内产销规模最大的汽车集团，自 2004年起先后 14次入围

《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2019 年世界 500 强位列第 39 名。上汽集

团宁德基地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三屿新区，紧邻沈海高速和沈海高速复

线，主要生产荣威、名爵的新能源及传统能源乘用车。 

2021 年拟向职业院校（中、高职）招聘 200 名员工。实训结束

或培训期结束或年满 18 周岁既可以签约入职。就业工种既汽车检测

与维修、机械制造类、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模具设计等相关工科

类专业优先。 

（一）实习生薪酬： 

工种 
月综合工资 

（元/月） 

基本工资 

（元/天） 

实习津贴 

（元/月） 

满勤奖 

（元/天） 

高温津贴 

（元/月） 
其他补助 加班费 

操作工 4500-7500 120 500 300-1000 300 500-1000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给予发放加班费。 

说明 
1.每年 5-9月份发放高温津贴；2.根据公司产能效益，不定期发放相关补助；3.每周做

五休二（具体按生产计划而定）。 



（二）福利待遇： 

1.五险一金：取得毕业证后，为员工投保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工伤和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 

2.住宿及福利：住宿提供免费花园式 4 人间宿舍，拎包入住，备

有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等；  

3.福利餐厅：公司设有福利性餐厅，为员工提供精美免费工作餐，

如特色菜肴区、面食区等； 

4.生活福利：免费接送员工上下班，公司为员工安排职工健康体

检，年度健康体检、意外伤害及大病保险、工会福利等。 

毕业后持有高级技工证或者大专及学历以上，依据公司相关管理

办法，可直接吸纳为国企正式员工。 

联系人：李平第       电话：18659388199 

 

 

 

 

 

 

 

 

 

 



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德时代）是全

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司，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

一流解决方案。2018 年 6 月，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

码 300750。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共有 26,775 名员工，总部位于中国福建

省宁德市。宁德时代深耕国内，在福建宁德、江苏溧阳、青海西宁和

四川宜宾布局了电池生产制造基地；积极拓展 海外，首个海外工厂

落户于德国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同时在德国慕尼黑、法国巴黎、日本

横滨、美国底特律等地设有子公司。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 457 亿元，同比增长 54%。动力电池系

统实现销量 40.2GWh。同比增长 90%，动力电池使用量连续三年排名

全球第一（根据 SNEResearch 数据统计）， 已拥有全球最广泛的整

车厂合作伙伴 

（一）招聘岗位  

 



 

（二）招聘要求：18 周岁以上，新能源、机械、电气、机电等

工科类相关专业学生，男女不限 。 

（三）招聘流程：宣讲、报名、面试、录用、报到。  

（四）招聘热线：曾经理 15200993093，  简历投递：

zenglf@catl.com  

（五）招聘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漳湾镇新港路 2号  



（六）待遇条件： 

1.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入职当月购买）；  

2.住宿环境：免费 8 人空调宿舍，如不住宿可提供外宿补贴 200

元/人/月。  

3.有薪假期：享有国家法定假、带薪病假等劳动法规定的各类有

薪假。  

4.晋升通道：提供“技术“和”管理“双通道职业发展机制，平

台无天花板。  

5.生活健康：购车优惠、班车服务、团队建设、兴趣协会、年度

体检。  

6.学历提升：宁德时代员工可报考二元制学历提升，边工作边学

习，领取全日制大专文凭。  

7.工作方式：一天两班倒（12 小时分为 8 小时基本工作时长+3

小时加班），站立式作业。  

8.薪资结构：（以大专入职未拿到毕业证的储备技术员为例，入

司职级为 JG2） 

  

 



三、福建时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福州市高新产业园软件

园，是一家专业从事“现代先进电子智能制造实践基地”、“风光新

能源发电系统设计与开发实验平台”、“集成电路 IC 设计、封装、

测试与应用实践基地”、“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实验系统”等实验实

践教学设备的软、硬件开发、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福建时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招聘工作人员，并通过培训 1-2 个

月，经考核合格后，在闽清县先进电子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基地工作。

具体聘任信息： 

（一）职务名称及要求 

序号 职务名称 招聘人数 任职要求 工资待遇 

1 SMT 技师 2名 

*了解电子元器件，熟悉 SMT操作流程，掌握高速贴片

机、泛用贴片经验优先； 

*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能够胜任讲师者优先； 

*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类专业优先； 

*中职及以上相关学历。 

3000-8500元 

2 SMT 技工 3名 

*中职以上学历，年龄 18岁--45岁； 

*女性，视力好、细心、好学、认真、负责任，无需工

作经验； 

*有电子产品检验经验优先。 

3000-5000元 

3 
程序 

工艺员 
1名 

*女性，视力好、细心、好学、认真、负责任； 

*有一定的电脑基础，熟悉 word/excel操作优先； 

*中职以上相关学历，电子、计算机类专业优先； 

3500-5000元 

4 物料员 2名 

*女性，细心、好学、认真、负责任； 

*有一定的电脑基础，熟悉 word/excel操作优先； 

*中职以上相关学历，电子、计算机类专业优先； 

3000-4500元 

5 DIP 线长 1名 

*工作认真细心、善于沟通，了解电子元器件，有相关

电子厂流水线管理经验，懂得 PCB浸焊、波峰焊、手

工烙铁焊接工作经验 2 年以上优先； 

*中职以上相关学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类专业优

先； 

3000-5500元 

6 DIP 技工 6名 

*无学历学历要求； 

*工作认真细心、负责任、细心、好学，无需工作经验； 

*服从工作安排、吃苦耐劳，能适应加班； 

3000-4500元 



合计：15名 

 

（二）福利待遇 

1.社保、医保、餐费补贴、生日补贴等福利待遇。 

2.不定期组织员工户外活动、在职培训。 

3.各带薪假期：如年假、婚假、产假等各种假期。 

4.享有年终奖金。 

5.工作时间：双休，8 小时/天 

（冬令时间 8：30-12:00/ 13：00-17:30） 

（夏令时间 8：30-12:00/ 13：30-18:00） 

（三）工作地点及环境：福建省闽清职业中专学校实训中心大楼基地，

全空调无尘车间。 

（四）培训安排、地点：培训期间按企业试用员工标准发放补贴；培

训期间提供免费住宿；培训时间按技术工种 1-3 个月，经考核发放职

业资格证书；培训地点：闽清职业中专学校实训中心大楼基地。 

（五）安全管理：工人在工作期间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和闽清

职专的管理要求。 

（六）联系信息：福建时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叶主任：18650708082      邮箱：512836011@qq.com 

 

 

 



四、2021 年中职毕业生船员招聘计划 

 

青岛仕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福州海昇海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

合向学校招聘应届中职毕业生船员（含实训期），不限专业，要求身

体健康，无精神病史，无家族病史，无性格取向等方面问题，入职后

可通过二元制取得全日制大专学历。 

（一）青岛仕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仕海)成立于 2010

年，是经青岛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信誉企业。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船舶管理、船舶配员、船舶技术咨询服务、

劳务派遣等。 

根据 STCW95公约的要求，公司派遣和管理合作的船东已遍及德

国、希腊、日本、新加坡、泰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中

普船员和高级船员，占比大概在 6:1。服务船型有：散货船、集装箱

船、半潜船、多用途船、油化船、杂货船等。 

根据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和国家

海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制定了一

整套完善的管理体系，建立了与船员服务机构相适应的船员服务质量

管理体系、人员和资源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应急处理制度、服

务业务报告制度等。 

（二）福州海昇海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福州海昇)成立于 2010

年，是经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信誉企业，同时也是国家海

事部门注册登记的船员服务机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船员管理、船

员培训服务、船员证书办理服务、海事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派遣等。 



公司与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厦门集美大学等航海院校长期合

作进行船员培训与劳务派遣业务，目前公司已形成从学员培训开始至

考试、发证及安排就业的服务链，服务对象包括普通船员、高级船员

及航运企业。公司秉承“以人为本、诚信服务、优质高效”的服务宗

旨为航运企业和广大船员服务，与船员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社会保

险，每年服务航运企业和船员超过 3000 人次，为海洋运输业船员培

训上岗提供良好的平台。 

（三）培训目标：船员甲类三副，三管 

 培训计划： 

1.第一年上半年招生，面试合格后签订就业合同。然后进行水手、机

工培训，培训结束后下半年安排学员二元制学习（取得大专学籍）。 

2.第二年上半年安排取得培训合格证及水手、机工适任证考试合格证

的学员上船实习（按国家要求实习六个月，薪资约 300美元，劳务费

和伙食费按就职船舶实际情况发放）下半年学员回到大专学校，进行

第一学年大学学习并完成第一学年大学课程。学习期间公司为实习考

评合格学员办理水手、机工适任证书。 

3.第三年上半年安排学员到公司船舶担任水手、机工职务（薪资约

1500美元，劳务费和伙食费按就职船舶实际情况发放）下半年回到

大专学校进行第二学年大学学习并完成第二学年相关课程。 

4.第四年学员在学校完成第三学年大学课程并取得大专学历，同时完

成三副、三管适任培训，考取三副，三管适任考试合格证明。 

5.第五年安排取得三副、三管适任考试合格证明的学员到公司船舶任



职三副，三管实习生兼职水手、机工（薪资约 1500 美元，劳务费和

伙食费按就职船舶实际情况发放）。 

6.第六年公司与学员签订三副、三管劳动合同后公司安排船员到公司

船舶担任三副、三管职务（薪资约 3000 美元左右，劳务费和伙食费

按就职船舶实际情况发放）。 

（四）主要航线（具体见闽清职业中专学校网站） 

（五）薪金标准 

序号 职务 工资标准 

东南亚（美金） 远洋（美金） 

1 船长 7000-7500 7300-7800 

2 大副 5800-6200 6000-6500 

3 二副 3400-3600 3400-3800 

4 三副 2800-3200. 3000-3400 

5 水手长 2000左右 2000-2100 

6 水手 1500-1600 1600-1800 

7 甲板铜匠 1500-1800 1600-1900 

8 实习水手 300-350 300-350 

9 轮机长 6800-7300 7100-7500 

10 大管 5800-6200 6000-6500 

11 二管 3400-3600 3400-3800 

12 三管 2800-3200. 3000-3400 

13 电机员 2800-3200 3200-4000 

14 机工长 2000左右 2000-2100 

15 机工 1500-1600 1600-1800 

16 实习机工 300-350 300-350 

17 大厨 1500-1800 1700-1800 

备注：船上劳务退伙额外算，具体随船 

 



（六）其它 

公司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 216号山亚科技大厦 B座 1202 室，  

电话：0591-88033225，手机：13860608875 （微信同步）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