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万象客户端

象山港网站微信公众号

1.象山天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车床工，2 名，男，3000-6000

元；钳工，3名，男，3000-6000元。地址：丹东街道河西工业区 29号；

联系电话：13806650103。

2.象山县恒威机械有限公司：喷漆工，2名，男，10000元（30-52

岁）；车间清洗打磨工，2名，男，7000元以上（30-52岁）；激光上料普

工，1名，男，5800元以上（35-52岁）。地址：贤庠镇象山港口工业小

区；联系电话：13606788567。

3.象山丹城诗美诗格美容院：美容师，5 名，女，4000-10000 元

（初中）；美容学徒，3名，女，1660元（初中）。提供食宿。地址：丹西街道

丹阳路 494号；联系电话：13336654148。

4.象山鸿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保安，5名，男，2700元（60岁，初

中）；保洁，2名，2500元（60岁以下，初中）。地址：丹西街道瑶琳小区

96号；联系电话：15558233666。

5. 宁波丽欣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出纳，1名，女，3000-3600元

（22-30岁）。提供住宿。地址：爵溪北塘工业区滨河路；联系电话：

13867834569。

6.象山县民信法律服务所：出纳兼内勤，1名，女，2500元（35-50

岁，大专）。地址：丹东街道汇兴路 85号；联系电话：13486069229。

7. 崧荞纺织（宁波）有限公司：值机工，10名，2800-13000元

（16-35岁）；验布，4名，女，2800-6000元（16-45岁，初中以上）；仓

管，1名，3500元（50岁以下，初中及以上）。提供食宿。地址：丹西街道

丹阳路 212号；联系电话：13429228525。

8. 象山欧得凯模具有限公司：模具 UG设计，1名，5000-15000

元（18-45岁，初中及以上）；模具 UG设计学徒，1名，3000-6000元

（18-35岁，初中及以上）；摇壁钻床工，1名，4500元以上（18-45岁，

初中及以上）；编程操机工，1名，5000元以上（初中及以上）。地址：城

东工业区宝屿路 298号；联系电话：18888666557。

9.象山县老年公寓开发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护理楼护理员，8名，6

万以上 /年（初中及以上）；食堂服务员，4名，4万以上 /年（初中及以

上）。单休。地址：丹东街道嘉宁路 99号后山村北侧；联系电话：

89527008。

10. 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收派员，20 名，男，

6000-10000元（18-40岁，高中）。轮休。地址：丹西街道白鹤路 120

号；联系电话：18888674408。

11.宁波乐博电子塑料有限公司：仓管员，1名，女，3500-4000元

（25-40岁，高中及以上）。提供食宿。地址：工业区创业路 7号；联系电

话：13780000106。

12.宁波廷胧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储备干部，3名，3000-8000

元（50岁以下，大专以上）；技术员，2名，4000-7000元（60岁以下）；

文员，1 名，女，3000-5000 元（高中以上）；钣金工，1 名，男，

6000-8000元（60岁以下）；钳工，1名，6000-8000元（60岁以下）。

提供工作餐，轮休。地址：西周工业区朝晖路 5 号；联系电话：

15355157567。

13. 宁波绿亿科技有限公司：普工，3名，3000-6000元（20-35

岁，初中）；销售经理，2名，3000-8000元（25-45岁，高中以上）。提供

工作餐，轮休。地址：丹西街道蓬莱路 305 号；联系电话：

13566635110。

14.象山争达金塑制品有限公司：普工，2 名，男，1660-5000 元

（20-50岁）。提供住宿，轮休。地址：大徐汤家店西昭路 13号；联系电

话：13968362818。

15. 宁波群惠新型墙体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工，15 名，

4800-6000元（30-50岁，初中）。提供食宿。地址：涂茨镇屿岙崛起路

18号；联系电话：18116353862。

16. 宁波飞创制药设备有限公司：仓库保管员，1 名，3000 元

（30-50岁）。地址：东陈乡城南高新创业园里井路 68号；联系电话：

13028991095。

17.宁波海达针织印染有限公司：打样员，3名，5000元（高中）；复

样员，1名，6000元（高中）；技术科化料，1名，3500-4500元（初中）；

质检，1名，5000-6000元（初中）；普工，2名，5000-12000元（初

中）。提供食宿，轮休。地址：爵溪街道新瀛路 80 号；电话：

13777190315。

18. 宁波金恒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2名，男，3000元

（24-30岁，大专以上）。地址：丹东街道靖南大街 280号；联系电话：

13906840339。

19.宁波星玥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编，1名，6-7万 /年（35

岁以下）。地址：园中路 98号 619室；联系电话：15757838485。

20. 宁波英海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灯具喷粉工，2 名，男，

6000-7500元（30-55岁，初中）；灯具装配工，10名，5000-6500元

（18-45岁）；仓库保管员，2名，3000-4500元（25-50岁）。提供住宿。

地址：墙头西沪港路 31号 ；联系电话：13989342735。

21.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车险续保专员，

10名，6500元以上（35岁以下，高中以上）。地址：象山港路 1199号；

联系电话：13506688668。

22. 宁波大舜传动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助理，1 名，男，

5000-6000元；质检员，1名，3000-5000元；仓库保管员，1名，男，

2500元（60-65岁）；数控机床，1名，男，5000-6000元。地址：工业区

创业路 31号；联系电话：13989358288。

23.宁波宝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跟单，1名，4000-6000元

（24-45岁，高中）；外贸业务，1名，3500元 +提成（24-35岁，大专）。

提供食宿。地址：白岩山城东工业区；联系电话：13355921232。

24. 宁波南铂黄避岙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1名，男，

6000-8000元（50岁以下）；工程部主管，1名，男，5000-6000元（50

岁以下）；工程部万能工，2名，男，4500-5000元（50岁以下）。地址：

黄避岙白屿村；联系电话：13738867858。

25. 象山巢七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业务员，3 名，

5000-15000元；前台，1名，女，2500-3000元（22-35岁）；设计师，5

名，5000元 +提成；设计助理，1660元 +提成。地址：象山港路 45-19

号；联系电话：15067455547。

26. 宁波林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龙门加工中心，1 名，男，

7000-10000元（30-50岁，初中）；数控车床，2名，男，5000-7000元

（30-50岁，初中）。地址：丹东街道大碶头；联系电话：13968386606。

27.宁波乐丰新能源有限公司：设备技术员，10名，5500-7000元

（大专及以上）；质检员，40名，5000-7000元（高中及以上）；操作工，

100名，5000-7000元（初中及以上）；业务员，10 名 ，3000-10000

元（大专及以 ）；仓管员，1名，5000-6000元（中专及以上）。地址：滨

海工业区金港路 37号；联系电话：13586593259。

28.宁波山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微商管理人员，2名，4000元以

上（35 岁以下，本科）；实体店销售管理，2 名，4000元以上（45 岁以

下，大专）。地址：大徐十亩地村；联系电话：13968399331。

29、象山万象建材装潢市场有限公司：保洁，2名，女，2000元

（60-65 岁）。地址：丹西街道象山港路 68 号；联系电话：

13957812046。

30. 宁波繁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3名 ，男，2500元以上

（40-58岁）。地址：丹西街道新丰路 276号；联系电话：13586896993。

温馨提示：

1. 了解更多招聘信息，请登录象山人才和就业网 http://www.

nbxsrc.com/。

2.单位招聘和求职登记请到县人力资源市场，或登录象山人才和

就业网办理，我们竭诚为您提供免费、优质的就业服务。

3.地址：象山工业园区创业路 1号（万华康庭小区南门斜对面）。

联系电话：65711323；6576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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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敏勇

本报讯 都说“妇女能顶半
边天”，泗洲头镇墩岙村的村嫂
们也不甘人后，纷纷将自家空
闲的房间打造成了精心装修的
民宿，通过出租房间和制作农
家菜，吸引游客们纷至沓来，大
踏步走上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
的快车道。在创业致富同时，为
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创业村嫂”带头富。近年

来，泗洲头镇以巾帼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为依托，通过举办各
种农业新技术培训，引导村嫂

们积极参加电子商务、杨梅种
植、乡村厨娘、农家乐、民宿管
理等各类培训课程，引领妇女
群体顺应“互联网 +”新趋势，实
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泗洲头村
张玲薇经过电子商务培训后，
便在镇区开起了农村淘宝店，
几年间，从一间店面到二间店
面，不仅实现了个人创业致富
梦，更为村里的乡亲们带来了
实惠与便捷。
“文艺村嫂”进礼堂。我们

的村晚、送戏下乡、文化走亲
……每年固定开展一系列的文
化活动，来自泗洲头镇各村的

文艺团队都会登台献艺，她们
中不少人都是各村的“文艺村
嫂”，她们与文化礼堂共建共
享，正如泗洲头村村嫂许青素
一样，她自发带领村里的姐妹
们成立舞蹈队，经常前往镇敬
老院等地进行公益演出，带动
了一批“村嫂”加入乡村文化振
兴队伍，逐步探索从“送文化”
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生
态链。
“志愿村嫂”传乡风。在泗

洲头镇活跃着一群身穿红马甲
的村嫂们，她们就是“灵山妯
娌”巾帼志愿者。今年清明期

间，她们深入林区进行不间断
巡逻，对重点火险区和区域路
口加强巡逻力度，以定岗、定
人、定责的方式，防止各类火灾
隐患的发生。此外，在疫情防
控、人口普查、平安夜巡逻、防
溺水检查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中，总能看见“灵山妯娌”志愿
者坚守基层一线，为平安构建
泗洲头贡献巾帼力量。
“好人村嫂”送文明。在泗

洲头这片热土上，涌现出了不
少先进典型，中国好人黄菊梅、
浙江好人王惠敏……她们勤劳
奉献、诚信友善、爱岗敬业，在

乡村文明建设上讲好妇女故
事、在提高善治水平上传播妇
女好声音、在乡村振兴上发挥
榜样力量，她们是构建和谐文
明乡村的“半边天”，是美丽乡
村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泗洲头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广大村嫂们从农村土壤中
成长，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
动力。要不断扩大“村嫂”服务
农村的覆盖面，培养有崇高品
德、劳动致富、文艺之长、热心
服务农村的姐妹们加入乡村振
兴建设中，让更多“村嫂”耕耘
在希望的田野上。

村嫂撑起“半边天”

泗洲头镇巾帼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近日袁 墙头镇黄溪村正在
开展野美化新农村冶环境整治工
作袁 村里村外进行了一次大规
模的打扫尧翻新尧修葺遥 村委会

的一面主墙壁由原来的大白墙
野摇身一变冶成了视野广阔尧色彩
明丽的沙滩和大海遥 图案上袁既
有大海尧沙滩袁也有蓝天尧远山袁

远远看去袁像是村里凭空出现的
野海市蜃楼冶袁村民们在野沙滩冶前
走来走去袁像是住在大海里遥
渊记者 董小滋/文 蒋曼儒/摄冤

村民住进“大海”里

记 者 陈雨露
通讯员 郑潇琳

本报讯 日前，县第一医
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的医生
团队来到茅洋乡蓬溪村开展
两癌筛查、健康义诊活动，
免费为当地村民做体检、送
健康。

当天一早，村民们就在两
辆健康筛查车前排起了长队，
医疗专家正在为村里 60岁以
上的男性和 50岁以上的女性
分别进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
的 B超检查。“平时家里忙，去
城里医院又麻烦，现在专家上
门来服务就方便多了。”闻讯
赶来排队的村民黄根彩说道。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还为
村民们提供了量血压、测血
糖、测尿蛋白等义诊服务，更
有该院全科、肿瘤科、甲状腺
科等科室的 10余名专家“坐

镇”，现场解答村民咨询的健
康疾病问题并给出预防及治
疗建议，前来询问的就诊者络
绎不绝。

据县一院医健集团总院
党委委员吕闻耀介绍，此次活
动是该院“两癌筛查进乡村”

系列活动的首站，累计服务
蓬溪及周边村民 300 余人。
“接下来我们将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相关健康筛查进乡村
活动，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优质的
医疗服务。”

乡村迎来健康使者

记者 郑丹凤 通讯员 史晓晔

本报讯 “青春代表着奋斗、拼搏，在振兴乡
村过程中，我们村的青年大有可为，我们的村子大
有作为……”日前，在西周镇清溪村委会议室里，
村团支部青年齐聚一堂，团支部书记张保华的这一
席话，慷慨激昂，让大家斗志昂扬。

青年是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群体，也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从 2013年开始，张保华
就“奋战”在村团支部一线。在他的带领下，全村青年
团员积极参与村级各项工作：溪坑保洁、垃圾分类、
村民说事、乡贤参事、省市文明村创建……处处都有
他们的身影。

去年，西周镇开展行政村（社区）规模优化调整，
夏叶村、新屋村和初坑村合并为清溪行政村。今年，
根据团县委换届工作要求，该镇作为全县村（社）团
组织换届工作试点，以党建带团建为统领，以夯实基
层团组织基础为目标，以选优配强基层团组织班子
为导向，扎实推进团组织换届工作。截至 3月 28日，
全镇 36个行政村团支部全部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共选出新一届委员 108名，其中书记 36名。

张保华当选清溪村团支部书记可谓众望所归。
当选后，他积极统筹村里的年轻人，鼓励大家参与团
支部工作。“村里青年人才外流多，开展团支部工作，
发挥青年力量，首先还是要增强大家的凝聚力。”张
保华介绍，清溪村共有村民 333户 999 人，团支部
委员 3人，青年团员 30余人，其中一半以上长期在
外，当前村团委正积极策划青年大会，希望凝聚青年
团员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助力清溪村振兴发展。

青年人才的流失是乡村振兴的短板弱项，不过，
在乡村重新焕发魅力的当下，也有不少青年从城市
回归农村寻找诗与田园。地处儒雅洋山区的涧溪张
村团支部书记张振国，就从县外回到村里，25岁的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料理手艺及在外学到的餐饮经营
管理经验，整体提升村里农家乐餐饮服务质量，进一
步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家门口增收。

统计显示，本次西周镇换届选举产生的村团组
织干部中，新任团支部委员平均年龄 27.4周岁，90
后 73名，占比 67.6%；党员 43名，占比 39.8%；女性
51名，占比 47.2%；高中以上学历占比 83.3%，其中
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36.1%。
“总体来说，年龄下降了，学历提升了，换届换出

了‘新活力’。”西周镇团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进一步加强全镇基层团组织建设，引领广大团
员青年继续努力奋斗，为西周镇全力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智造港湾小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西周团组织为乡村
振兴注入“青能源”

记者 陈柳伊 通讯员 王煦怀

本报讯 近日，新桥镇妇联
组织全体妇联党员干部、老妇女
主任（老党员）开展“学党史、感
党恩、走党路”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为新桥镇妇
联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
之一。活动开始，党员同志们在
鲜红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时刻铭记庄严承诺，牢记初心使
命。随后，由东溪村的老妇女主
任杨雪英同志，给全体妇女主任
“讲党史”，通过一件件真实感人
的事件，杨雪英同志给大家分享
自己的革命工作的经历，深情缅

怀老一辈妇女运动先驱的丰功
伟绩，进一步坚定大家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和决心。
最后，大家参观了黄公岙村的山
海楼，仔细聆听讲解员声情并茂
的讲解，感受革命先烈的不朽精
神，瞻仰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
幅英雄图片。

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非
常有意义，新老妇联干部共同学
习党史，深入交流心得体会，进
一步坚定了对党的事业奋斗终
身的决心，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
妇联工作岗位中，以实际行动庆
祝建党 100周年。

新桥镇妇联开展
“学党史感党恩走党路”活动

记者 陈雨露 通讯员 张莹

本报讯 近日，茅洋乡巾帼
志愿者团队走进文洋村儿童之
家，开展“听党的百年故事，做时
代好少年”活动，为当地青少年
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

活动中，志愿者带领着孩子
们细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红色故事，深
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凝
聚的革命精神。了解了那段艰苦
卓绝的红色岁月，孩子们纷纷表
示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
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
一直以来，茅洋乡妇联扎根

基层、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巾帼
志愿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力
量，组织各儿童之家开展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打造
孩子们的快乐驿站、幸福家园。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之际，我们将爱国、爱党元素
融入儿童之家的日常活动，寓教
于乐，增强孩子们的爱党爱国情
感。”乡妇联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该活动还将走进各村，把党
的历史深植在广大青少年心中，
让红色精神永远流传。

革命精神润童心
党史教育别样红

近日袁晓塘乡组织无偿献血活动遥 乡干部尧学校教师尧企业工作人员尧村
民等献血志愿者袁共献血 9000cc遥 渊记者 马振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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