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职专窗
象山县人力资源市场 2.14信息总汇

1.宁波英海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灯具装配工，10名，4000-6000
元（18-40岁，初中）；灯具喷粉主管，1名，男，5000-7000元（30-50
岁，初中）。提供住宿。地址：墙头西沪港路 31号；联系电话：
13989342735。

2.宁波海曙际沣船员服务有限公司：金枪鱼钓船员，28名，男，
6000-8000元（18-43岁）；鱿钓船船员，28名，男，6000-8000元（18-
43岁）；船厨，10名，男，7000-9000元（18-43岁）；船医，3名，男，
10000-12000 元（18-43 岁，中专）；职务船员 ，12 名，男，10000-
15000元（18-45岁）；金枪鱼加工厂，68名，女，3000-8000元（18-45
岁，初中）。提供食宿。地址：宁波海曙区柳汀街 369号；联系电话：
18257413198。

3.象山汇博食品机械配件厂：普车工，1名，男，8000元；数控师
傅，1名，男，7500-8000元。地址：西周工业区港西路 9号；联系电
话：13625748836。

4.成创易家（宁波）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市场营销，10名，
2000 元以上（提成）。地址：丹东街道天力大厦；联系电话：
13805851223。

5. 浙江象山荣宁船务有限公司：运输船厨师，1名，4000-4500
元（50-60岁）。提供食宿。地址：运输船上；联系电话：13777194090。

6. 象山住建鸟装潢材料经营部：设计师，3名，5000-10000元
（20-50岁，专科）；业务员，3名，4000-10000元（20-50岁）。提供工
作餐，单休。地址：丹西街道百花路 81号；联系电话：13777960105。

7. 浙江蓝讯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普工，5000-7000元（18-55
岁）。提供食宿。地址：滨海工业区；联系电话：13819863476。

8.宁波吴晨制衣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1名，3000元以上（英
语 4级以上，大学）。地址：丹西街道百花路 1 号；联系电话：
13566051067。

9.绿城兰园生活服务中心：秩序维护员，10名，男，5000-5500
元（18-38岁，初中）；管理员，1名，女，2700-2800元（22-40岁，大
专）提供住宿，双休。地址：象山县天安路 1118号；联系电话：

13506687931。
10. 浙江京航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弱电方案设计工程师，2

名，10万元/年（25-40岁，大专以上）；招投标专员，2名，7-8万元/
年（25-40岁，大专以上）；行政专员，1名，7-10万元/年（25-40岁，
大专以上）；技术维护员，5 名，男，2000-5000 元（20-40 岁，高中以
上）；文员，1名，女，2500-3500元（20-30岁，大专以上）。单休，提供
工作餐。地址：西谷路 360号；联系电话：13028923311。

11. 宁波亚华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前台经理，1名，6000元（35
岁以下，高中以上）；前台，5名，3000-3500元（30岁以下，高中以上）；
客房清扫员，8名，女，3800元以上（55岁以下，初中以上）；安保员，5
名，男，2800-3000元（55岁以下，初中以上）；餐饮洗碗工，3名，女，
3600-3000元（55岁以下，初中以上）；销售部客户经理，2 名，3000-
5000元（40岁以下，高中以上）；早餐厅厨师，2名，5000-6000元（55
岁以下，初中以上）；电工，2名，男，3000-3500元（55岁以下，初中以
上）；出纳，1名，女，2800-3000元（40岁以下，高中以上）。轮休，提供
食宿。地址：丹东街道巨鹰路 123号；联系电话：18658255339。

12.宁波和信制药设备有限公司：验证资料员，5名，3500-4000
元（23-35 岁，大专）；行政助理，5 名，3500-4000 元（23-35 岁，大
专）。单休，提供食宿。地址：晓塘美礁碶村；联系电话：13906600251。

13.宁波开员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普工，3500-5000元（35-45岁，
夫妻工）；保管员，1名，女，3000-3500元（高中以上，35-40岁）；会
计，1名，女，4000-4500元（30-35岁，大专以上）。地址：涂茨金鸡路
1号；联系电话：13968377318。

14.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保安，20 名，男，
5000-6000元（18-38岁，初中以上）；监控，3名，5000-6000 元（18-
40岁，初中以上）。提供住宿。地址：丹峰东路 739 号；联系电话：
17682375706。

15. 天津蓝巢电力检修有限公司大唐乌沙山项目部：电气检修
工，3名，男，3200-5000元（18-48岁）；热控检修工，3名，男，3200-
5000元（18-48岁）；系统检修工，3名，男，4000-5000元（18-48岁）。

提供食宿。地址：西周镇乌沙山电厂；联系电话：15314560108。
16.宁波利德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保管员，1名，男，3000-

4000 元（50 岁左右）。单休。地址：丹河路 483 号；联系电话：
13968320018。

17.象山菌树美容院：美容师，5 名，女，6000-10000 元（20-40
岁）。提供工作餐，轮休。地址：象山港路 680 号；联系电话：
13858389134。

18. 宁波群惠新型墙体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2
名，男，8000-10000 元（50 岁以下，高中以上）；机修工，16 名，男，
5000-10000元（50岁以下，初中以上）；装载机司机，10名，男，5000-
7000元（45岁以下，初中以上）；操作工，30名，男，4000-6000元（45
岁以下，初中以上）；电工，10名，男，5000-8000元（45岁以下，高中
以上）；叉车工，10名，男，5000-8000元（45岁以下，初中以上）。提供
食宿。地址：涂茨镇涂茨村金鸡路 221 弄 5 号；联系电话：
13357813999。

19.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医保柜员，2名，5
万元以上/年（35岁以下，大专）。地址：石浦便民中心；联系电话：
13906600189。

20.象山创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终检员，1名，男，4000-5000元
（25-40岁，初中）；叉车工，1名，男，4000-5000元（25-45岁，初中）；
熔化工，1 名，男，6000元（40岁以下，初中）；机械钳工，1名，5000-
6000元（45岁以下，初中）；质量体系专员，1名，4000-4500元；三维
造型，1名，7000-8000元（40岁以下，高中）。提供工作餐。地址：大徐
工业区东昭路 215号；联系电话：15257869144。

21. 宁波铭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订单及仓管员，1 名，4000-
5000元（25-55岁，高中以上）；数控车床工，1名，男，5000-7000元；
普通车床工，2名，男，5000-7000元。提供食宿，轮休。地址：象山产
业区政和路 783号；联系电话：13806651462。

22.宁波五狮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经理，2名，3800元（大专）；
营销，1名，女，3800元。轮休。地址：茅洋五狮山文化村；联系电话：

13906601338。
23. 宁波天安智能电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装配工，5名，男，

3500-6000元（20-40岁，高中以上）；放线工，5名，3500-6000元（20-
40岁，高中以上）。提供食宿。地址：丹东街道丹河路 1688号；联系电
话：13958339183。

24.象山县联华泡沫塑料有限公司：跟班机修工，1名，6000元（45
岁以下，初中）；送货驾驶员，2名，5000元（45岁以下，初中）；食堂人
员，1名，女，2000-2500元（60岁以下）。提供住宿。地址：黄避岙龙屿
村；联系电话：18958391818。

25.象山林宏机械厂：数控车床，2名，男，5000-7000 元（20-40
岁，初中）；镗床工，1名，男，5000-7000元（30-50岁，初中）；学徒，2
名，男，1660元（18-25岁，初中）。提供工作餐。地址：大碶头老缝纫机
厂内；联系电话：13968386606。

26.宁波中翔物流有限公司：仓库保管员，15名，男，6000元（20-
40岁，初中以上）。提供食宿。地址：西周工业园区弘翔路；联系电话：
15258108411。

27. 浙江南塑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包装，3名，男，6000-7000元
（30-50岁，初中以上）。提供食宿，轮休。地址：白岩山城东工业区龙
泉路 7号；联系电话：15990571688。

28.宁波华生压缩机有限公司：普工，10 名，4000-6500元（18-50
岁）；电焊工，2名，男，4800元以上（25-45岁）；维修工，1名，4800元
以上（25-45岁）；保安，1名，男，3200元以上（40-55岁）；仓库理货，2
名，男，3800元以上（20-50岁）。地址：工业区丹山路 55号；联系电
话：18658220508。

29. 宁波象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讼保全，4名，2000元+提成
（35岁以下，高中）；履约担保，2名，2000元+提成（35岁以下，高中）。
双休。地址：丹东街道丹阳路财富中心 1102；联系电话：13606780986。

30.宁波捷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车床工，2名，男，190-210元/天
（25 -55 岁，初中）。地址：工业区迎路 561 号；联系电话：
1360678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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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三返”服务工
作，保障广大市民基本出行需求，
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
下，决定自 2月 14日起恢复部
分城区公交线路及包车业务，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恢复 7条公交线路：104
路 (大白象 - 南庄 - 爵溪首末
站 )、105 路 (西门口—看守所 )、
115路专线(小白象—滨海工业园
区)、121路专线 (大白象—东陈幼

儿园)、122/123路专线(公交总站—
城东工业园)、124路专线 (爵溪—城
东工业园)、130路 (客运东站—滨海
工业园)。运营时间为 7：00—17：30。
二、城区其它公交线路和城乡

公交线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恢复
运营，具体线路、班次和班次时间
关注象山公交和象山城乡公交微
信公众号。

三、恢复企业包车业务，仅保
障企业员工返象和企业通勤包车

需要。
四、中长途班线按照宁波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公告时间
恢复运营。

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请
广大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时严格遵
守以下防疫规定：

1.必须佩戴口罩，自觉接受
体温检测，并由随车工作人员核
查身份信息。

2.有发热和咳嗽症状的乘客

严禁上车，由随车工作人员拨打
120处置。

3.严格控制载客数，达到核
定载客数 50%的不予上车。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者需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疫情期间造成不
便，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

象山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 2月 13日

各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相
关部门：

为确保疫情期间物流运输服
务畅通，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根据
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有关有
序推进企业恢复生产、保通保畅
行动等通知精神，现就畅通物流
运输服务企业复工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成立专门小组牵头负责。
建立畅通物流运输服务工作小
组，由县交通、公安、经信、农业和
农村、商务等部门抽调人员，物流
园区管委会组织力量，组建专班，
合署办公，实体运作，县交通运输
局 韩 晖 同 志 （联 系 电 话 ：
13906600709）总负责牵头，办公
地点设在物流园区管委会，负责
畅通物流运输服务企业复工日常
工作。如遇重大问题，工作小组向
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县领导、县
指挥部汇报，做到即报即办，及时
解决问题。工作小组要求 2月 11
日下午 2:00前组建完成，正式
启动办公。

二、简化物流运输企业复工
条件。将物流运输企业列入优先
复工企业名单。企业复工前，需登

录《象山县健康返象人员管理系
统》进行申报，由各镇乡（街道）初
审，工作小组审批，报县指挥部备
案。实行复工审批工作小组代办
制，通过网络申报、窗口调查、企
业承诺等形式快速审批，做到企
业当日申请当日通过复工。要求
2月 11 日部分企业通过审批，2
月 13日绝大部分企业通过审批。
工作小组要主动协助企业做好驾
乘人员组织、车辆调度保养、油料
物资准备、防疫物品完善等复工
准备。

三、优化通行证申领程序。通
行证发放范围为物流运输企业自
有车辆、合同车辆和生产经营企
业自备车辆。通行证由企业统一
申请，工作小组联合审批，缩短办
证时限，实行定人定车，通行证有
效期为五天。要求 2月 11日前复
工企业领得部分通行证，2 月 14
日前领得足额通行证，确保不发
生因通行证不足造成货物运输困
难问题。

四、加强驾乘人员健康管理。
积极指导物流运输企业做好复工
防疫工作，严格执行驾乘人员健
康管理制度，实现源头把控防控。

加强企业车辆动态管理，严格按
既定线路限时组织运输，对短期
内向疫情中低地区运送物资的人
员，返程后加强健康观测，无须隔
离。要教育企业员工严格执行县
指挥部有关防疫通告，自觉接受
防疫人员的管理。企业不得组织
前往高风险疫区运输货物，一旦
发现工作人员和驾乘人员有发热
等症状的，及时向工作小组报告，
由工作小组报县指挥部处置。对
返岗交通困难的外地员工，可由
工作小组统一组织包车赴员工集
中地接回，包车费用由县财政按
一定比例补助；对住宿困难的外
地员工，由物流园区管委会调度
安排宿舍予以适当解决。

五、积极对接货物运输供需信
息。各镇乡（街道）、功能园区要加
强企业服务工作，如发现企业需运
输服务信息的，及时向工作小组反
映，工作小组要积极做好货物运输
信息推送服务。经审核复工的物流
运输企业名单，及时在媒体上公
示。物流运输企业要主动提供优质
服务，加强行业自律，不得擅自提
高物流运输服务费用。
六、实行卡点快速放行。按照

“人管牢、货要畅”的要求，实施
物流运输企业和生产经营企业
货运车辆卡点快速通行便利措
施，对持有通行证的车辆进行证
件人员身份核对、体温检测，无
异后快速放行；未持通行证的物
流合同车辆增加勘查轨迹，无异
后快速放行。

七、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
要成立主要负责人牵头的疫情防
控小组，制定防控方案，做到健康
观察、防护物资、食宿管理、安全生
产到位，并签订企业承诺书和员工
承诺书，如工作管理不到位造成
疫情蔓延的，严厉追究相应责任。

八、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工作
小组要切实负责，高度重视服务
工作，按照特事特办、急事快办、
上下联动的原则，形成闭环管理，
通过主动服务、加强指导、定期巡
查、明察暗访、问责处理等措施，
加强监管，确保物流运输行业运
行正常，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良
好条件。

象山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 2月 11日

象山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第十二号通告

关于畅通物流运输服务企业复工的通知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毛佩琦

2月 11日下午 2点，确认完
成最后一轮消杀，被褥更换一新，
看着暂时腾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林伟烈长舒了一口气，连日
来的紧张和不安随之烟消云散，
“我的第一场战‘疫’，终于告一段
落了。”

林伟烈所在的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主要接纳从湖北返（抵）象
人员和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
切接触者。大年三十，面对设施设
备陈旧、线路水管老化、功能用房
荒废、饮食没有保障等现实问题，
以及近距离接触风险较大、春节
休假找不到人手等工作窘境，身
为黄避岙乡党政综合办主任的林
伟烈主动“请战”，扛起了隔离点

的后勤保障工作。

隔离病毒不隔心。为了让留
观人员安心入住，林伟烈把妻子
和两个孩子“安置”在丈母娘家
后，迅速调整心态、熟悉环境，投

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逐间
检查设施线路、应急采购生活用
品、连夜调用备用被褥、及时做好
蔬菜储备、对接确认三餐份数、落
实隔离点外围保洁……直到深
夜，他才结束工作，捧着碗方便面
匆匆下肚。

隔离点的工作“危险重重”，
林伟烈总是亲力亲为，尽心尽责
地守护一方平安。遇到他人抵触
的难事，他会第一个站出来“揽
活”，第一时间处理完成。在隔离
点设立之初，各楼层门口的垃圾
存放混乱，林伟烈见状主动化身

“清洁员”，把生活垃圾、餐厨垃

圾、废弃口罩等进行分类处理，
用“一个人的脏”换来了隔离点
的整洁卫生；正月初六，林伟烈
巡逻发现隔离禁区附近有个口子
能够出入，他立即拿起锁具、榔
头等工具前往安装，并加固封堵
了其余存在安全隐患的口子，为
疫情防控筑牢“防护门”。

当好隔离点的“大管家”，需要
从纷繁复杂中理清头绪，尽力做到
面面周全。自隔离点设立以来，林
伟烈就成了“部署周密的指挥
官”，他要协调安排着隔离点的大
事小事，努力保障着一线医护、民
警和值班人员的物资调配需求。
他是一个“贴心仔细的送餐员”，
每天准时准点送上热乎饭菜，随
时征询餐食意见，调整饮食菜单，

确保大家吃得舒心。他还是一个
“有求必应的采购员”，大到隔离
点 4吨供热柴油，小到隔离对象
的生活用纸，只要需要，他都力所
能及给予满足。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过去
的半个多月，隔离点值班室里的
轮值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
林伟烈始终坚守阵地。他是隔离
点的“大管家”，同时也是乡党政
综合办主任、联村干部。疫情发
生以来，他在各个角色间不断转
换，身在隔离点却仍坚持为单位
的机关干部调配防疫物资，用电
话和微信协调做好联村工作，让
各条线的防疫工作得以有序开展。
林伟烈用行动诠释了党员干部的
责任与担当，他说：“蹲守至警报
解除，我责无旁贷。”

林伟烈：“战”在隔离点的“大管家”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张根苗

今年 70岁的泗洲头镇后王村
朱根祥老人最近有点忙，这个给家
里都没买过几回菜的“大老粗”，主

动请缨当起了村里的“采购员”。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后，

村里要求村民不随意出村。为保障
大家伙日常生活需求，村里实行外
出采购联组代买的模式，每天专门
去镇上集中采购。采购员可以每天
出村，但也是件危险的差事，因为
需要频繁接触镇上各个商店、市场
的人。这时候，朱根祥站出来了。
“让我去吧，出去做好个人防护就
行。”就这样，朱根祥每天骑着自己
的电动三轮车，为全村的父老乡亲
买菜、买药、买饲料等。

见朱根祥每天骑着自己的车
去采购，村里就准备给他补贴点费

用，可他一直拒绝。“不需要，现在
全民防控疫情，我虽然不是很富
裕，不能像那些爱心人士一样捐钱
捐物，这种跑腿的事，就当是我的
一点心意。”朱根祥说。

每天下午，村里都会通过村广
播和村内微信群下发购物通知，有
购物需求的群众可以到村值班卡
口登记购物清单，第二天一早，朱
根祥就会骑车前往镇域内大型超
市、农贸市场进行集中采购，满足
村内群众生活需求。
“只要日常用品买回来，村里

就通过大喇叭给大伙下通知，让各

家各户派人前去自取。”朱根祥介
绍。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村民，解
决好物资配送最后一百米的问题，
朱根祥还亲自送货上门。“城里人

都喜欢点外卖，这下咱村里也有自
己的外卖了。”朱根祥说。

“你们下单，我来跑腿”
七旬老汉当起了村里的“采购员”

记者 郑丹凤 通讯员 赵媛

本报讯“你们一线抗疫，我们
来助力。”连日来，西周巾帼管理者
联谊会的女企业家们，把一箱箱牛
奶，分送到西周镇政府、派出所、交

警中队、市场监督管理所和西周镇
中心卫生院、石浦镇中心卫生院、
县中医医院、县第一人民医院等 8
家单位的工作人员手中。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西周
各企业延迟开工，西周巾帼联谊会
的女企业家们在做好外来员工延
迟返象劝导工作的同时，也时刻关
注着镇区的一线抗疫动态。据联谊
会会长许玲爱介绍，自家企业外来
员工不多，防疫劝导任务不是很
重，但想到一整个春节都风里来雨

里去，白天黑夜都坚守一线的抗疫
人员，希望能助一份力。

大年初七，许玲爱在“西周巾帼
联谊会”微信群里发布了“助力一线
抗疫‘战士’”的倡议书，群内会员们
纷纷接龙捐款。一个小时不到，就有
26人慷慨解囊，共捐助 66000元抗
疫爱心款。“这笔钱怎么用，我们也
有考量。”许玲爱说，早些大家想购
买当前急需的防护用品，可惜没能
买到，最终全部购买了牛奶，一共
1100箱，全部送出。
“在疫情面前，你们守护着我

们的健康和安危！有你们在，我们

安心！”分送牛奶现场，女企业家纷
纷表示，一线抗疫人员很辛苦，牛
奶可以补充营养，这是她们为抗击
疫情所尽的微薄之力。

西周女企业家
千箱牛奶支援抗“疫”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肖芸芸

本报讯 近日，象山多家旅游企
业积极响应，自发组织爱心捐款，以
实际行动支持着疫情防控工作。

据统计，象山县旅游业协会旅
行社分会、象山半岛旅行社、象山
金马旅行社、象山黄金海岸国际旅

行社、象山浙商旅行社、象山鸿源旅
行社、象山东谷湖度假酒店等多家
旅游企业向湖北省慈善总会、象山
县红十字会共捐款 12.5万余元。

大家纷纷表示，防控疫情人人
有责。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刻，
旅游企业也想尽微薄之力，为疫情

防控提供资助。

象山旅游企业
奉献爱心共抗疫情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刘丹丹

本报讯 2月 10日，县财政局
干部职工捐款 39634元，助力疫情
防控。据了解，这是县红十字会收
到的首笔政府机关单位干部职工
的捐款。

此前，县财政局向全体干部职
工发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募捐倡议, 全局上下

纷纷响应，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奉
献爱心, 微信群瞬间被爱心“刷
屏”。大家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自己
的绵薄之力,汇聚成“抗击疫情”的
强大合力,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统计，该局共收到 123笔捐
款，金额 39634 元，所捐款项全部
上交县红十字会，具体使用由县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调配。

财政干部职工
捐款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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