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山港网站微信公众号

山海万象客户端

简 讯

1.象山洪福来早餐店：面点钟点工，1名，20元 /时（20-50岁）。提
供工作餐。地址：丹阳路 189号；联系电话：18964774461。

2.象山博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员，1名，5000元 +提成；

设计师，1名，3800元 +提成。地址：靖南大街 888号；联系电话：

13806650918。
3.宁波运生工贸有限公司：操作工，20名，5000-9000元（18-45

岁，初中以上）；设备维修员，1名，4000-10000元（25-45 岁，大专以
上）；采购员，1名，5000-10000元（25-45岁，大专以上）；技术工程师，

1名，10000-13000元（25-45岁，本科以上）。地址：墙头镇工业区西
港路 97号；联系电话：13736199727。

4.宁波云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普工，4名，4800元（45岁以下）；打
包搬运工，2名，男，5200元（55岁以下）；焊接工，1名，男，6200元（45
岁以下）。地址：丹西街道丹山路 51号；联系电话：18968336737。

5.宁波建设工程学校：保洁员，1名，女，3万元 /年（55岁以下，寒
暑假）。双休，提供食宿。地址：丹东街道丹阳路 1249号；联系电话：
13506685932。

6．象山鸿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保安，6名，男，2700-2800元（60
岁以下，初中）；保洁，3名，2300-2500元（60岁以下，初中）。地址：丹
西街道瑶琳小区 96号门卫二楼；联系电话：13777967728。

7．宁波汇泽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操作工，10名，4500-5500元（20-42
岁，初中以上）。地址：城东工业区东浦路 9号；联系电话：18058588813。

8．宁波峻源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出纳，1名，女，4000-4500
元（23-50岁，大专）；文员，2名，女，3500-4500元（23-40岁，大专）；
操作工，3名，男，4000-6000元（22-40岁，中专以上）。地址：象保合作

区云智路 50号；联系电话：15888004874。
9．象山联华泡沫塑料有限公司：锅炉工，1名，6000元（60 岁以

下）。提供食宿。地址：黄避岙龙屿村乡政府后面；联系电话：

18958391818。
10．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装卸工，6名，20元 /时；快递员，5

名，6000元；仓管员，1名，5000元；接待员，2名，5000元；同城派送

员，15名，2.5元 /件。地址：白鹤路 120号；联系电话：13626803495。
11． 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摊铺机学徒工，2 名，男，

3000-4000元（18岁以上，初中以上）；沥青洒布车驾驶员，1名，男，

6500-7500元（50岁以下）。提供住宿，轮休。地址：爵溪北塘工业区峰

台路 8号；联系电话：13968320480。
12．宁波蒙泽装饰有限公司：营业员，1名，3000元以上。地址：丹

西街道蓬莱路 112-114号；联系电话：13586878282。
13．象山罗家小吃店：后厨帮工，2名，女，4000元（30-60岁）；前

厅服务员，2名，女，2800元。提供工作餐。地址：丹峰东路 31号；联系电
话：13048812163。

14． 宁波金钰铝业有限公司：叉车工，1名，男，4000-6000元
（18-50岁）。提供食宿。地址：滨海工业区海和路 12号；联系电话：
13488815333。

15．宁波涌恒招标有限公司：招标代理，4000-7000元（40岁以
下，大专）。地址：丹东街道天力大厦 502；联系电话：18268647870。

16．宁波英海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灯具装配工，10名，5000-6500
元（18-52岁）；灯具打磨工，5名，4500-5500元（50-60岁）；灯具喷粉
工，2名，男，6000-7500元（30-55岁）。提供住宿。地址：墙头西沪港路
31号；联系电话：13989342735。

17．宁波海腾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员，3名，女，3500元 +提成
（18-35 岁，高中）；普工，3 名，男，5500 元（35-50 岁，初中）；仓管，1
名，男，5500元（30-45岁，初中，叉车证）。地址：城东工业区开元路 18
号；联系电话：13566589359。

18．宁波远翔食品有限公司：机器操作工，1名，男，5000元（50岁
以下，初中）；包装，1名，女，5000元（50岁以下，初中）。提供住宿。地
址：爵溪北塘工业区大宇路 10号；联系电话：17855842377。

19． 宁波承启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装配工，4 名，男，
3000-5000元。地址：丹西街道西丹路 8号；联系电话：13567879099。

20．宁波银麟车业有限公司：电瓶车修理，2名，男，4000元 +提
成；电瓶车修理学徒，1名，男，3000元。地址：丹峰西路 58号；联系电

话：18858036616。
21．宁波大舜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检验，1名，男，4000-5000元；

数控机床，1名，男，4000-7000元；车床工，1名，男，4000-6000元；

磨床工，1名，4000-5000元；铣床工，1名，4000-5000元；钳工，1
名，男，3000-5000元；装配工，1 名，男，3000-4500元；杂工，1名，
男，3000-3500 元。地址：工业区创业路 31 号；联系电话：
13989358288。

22．宁波金沐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外观检验员，6名，7000
元起（初中以上）；产品包装员，6名，6500元起（初中以上）；产线管理
员，2名，8500元起；生产跟单，1名，6500 元；仓库管理员，1名，6000
元；叉车工，1名，7000元起；品质检验员，4名，7500元起；设备保障
员，2名，9000元起。提供食宿，轮休。地址：滨海工业区迎海路 126号；
联系电话：13912457627。

23．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养殖员，7名，男，4500元（40-55
岁）。提供食宿。地址：黄避岙乡外高泥凤凰村；联系电话：
13805854298。

24援 宁波亚帆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前厅经理，1名，7000元（大
专）；前厅经理，4 名，5000 元（高中）；前厅，4 名，3800-4500 元（高

中）；客房主管，2 名，5000 元（大专）；客房，5 名，3500 元（高中）；保
洁，2名，3500元；安保主管，1名，5500 元（高中）；安保员，5名，
4500-4800 元；物业公共打扫，2 名，3500 元；绿化维护，3 名，
4000-4500 元；餐厅经理，1 名，7000 元（大专）；厨师长，1 名，

10000元以上（高中）；厨师，2 名，7500 元；会务餐饮服务员，5 名，

3500 元；洗碗，3 名，3500 元。地址：松兰山太极湾；联系电话：

18957461728。
25援 象山厝内小眷村奶茶店：店长，1名，5000元（20-30岁）；店

员，2名，3000-5000元（18-35岁）。单休。地址：象山影视学院内；联系
电话：13567878711。

26援 宁波海曙际沣船员服务有限公司：金枪鱼钓船员，28名，男，
6000-10000元（18-43岁）；鱿钓船船员，28名，男，6000-10000元

（18-43岁）；船医船厨，8名，男，10000-15000元（中专）；职务船员，
10名，男，12000-18000元。地址：宁波海曙柳汀街 369号协作大厦
406号；联系电话：18257413198。

27援 象山县城路市政运维建设有限公司：造价员，1名，9万元 /年
（大专以上）；招投标及合同管理，8.4万元 /年（大专以上）；管理员，2
名，8.4万元 /年（大专以上）；园林绿化运行管理员，9名，7.5万元 /年
（大专）；市政设施运行管理员，1名，8.4万元 /年（本科）；工程资料员，1
名，8.4万元 /年（大专以上）；特种设备驾驶员，1名，8万元 /年（初中以
上）。地址：象山县爵溪街道前岙村 210号；联系电话：13777950808。

28援 象山会源居红木家具经营部：销售，2名，女，5000-10000元
（25-40岁）。提供工作餐，轮休。地址：天华家具城三楼 26号；联系电
话：18606732238。

29援 象山县恒威机械有限公司：钣金打磨，1名，男，9000-11000

元（25-45岁）；二保焊或氩弧焊学徒，2名，9000-11000元（22-30
岁）；出口产品喷漆工，2名，11000-13000元（25-50岁）；清洗机架普
工，2名，7000元（30-52岁）。地址：象山港口工业小区；联系电话：
13606788567。

30援 象山聚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检验员，1 名，5000 元以上
（20-50岁，高中以上）地址：丹西街道创业路 12 号；联系电话：

1385829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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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和李

本报讯 日前，新桥镇以未
来乡村建设为着力点，狠抓三
大突破，全力推进西海岸共同
富裕示范带创建，积极实施环
影视城周边村共同富裕提升工
程，促进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力争到 2025年集体经济收入
达 100万元的村增至 5个。

优布局、促联动，着力狠抓
区镇融合发展新突破。新桥镇
充分对接“两区”跨越式发展格
局，高水平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谋划“一心两园三街区”建设，
建成旅游服务中心，打造文创
园、农创园，改造新桥老街、餐
饮一条街、镇区购物街。高标准

推进灵岙“群演村”、上盘“影视
艺术村”、黄公岙“餐饮为特色
的娱乐休闲村”、高塘“影视道
具村”等影视特色村庄打造。统
筹完善新桥区块“产镇融合”
“联动发展”的功能布局，坚持
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
利用和功能集成配套，培育发
展精密制造、高端装备配套生
产、影视道具加工、影视后期
制作等新产业、新业态。

强实体、调结构，着力狠
抓产业转型升级新突破。该镇
以“塑造核心，承接两区，建设
两港”为目标，做强 IP，做足流
量，做深体验，五年内实现新
桥全域二日游，年增流量 20
万人次，旅游产值年均增幅

15%以上。塑造镇区全域辐射
核心，推广红色、研学、亲子、
康养、电竞动漫等 7 条旅游精
品线，挖掘东溪励氏宗祠、黄
公岙山海楼、洋坑吴烨故居等
特色资源，提升人文底蕴，研
发伴手礼，规划白岩山传统文
化休闲区。推动蟹钳港蓝色海
湾环保修复和北纬 30 度最美
海岸线工程，分期实施嬉海韩
升滩、风情海蛎港、星野崇站
渡等业态，新增 10 处以上打
卡摄影点，切实做好“海山共
富”实践场景展现，打造西海
岸共同富裕示范带。

惠民生、增福祉，着力狠
抓共建共治共享新突破。该镇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做好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
置等工作，不断提升普惠性、
兜底性社会保障水平。拓宽群
众就业渠道，关注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
群体，实现年均新增就业
2000 人。全面构建现代化社
会事业服务体系，争创省级健
康乡镇。持续深化“一中心四
平台一网格”建设，优化全科
网格员队伍管理运作模式，夯
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深化基
层民主法治创建，加快启动
“八五普法”工作。健全和落实
社会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处置
机制，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

今年以来，该镇除了加快

完善交通路网，发挥连接象山
南北、贯通南湾新区的区位优
势，还依托航天和影视两大特
色产业，以经营的理念做精工
业和旅游业，打造特色配套产
业小微园区，建设成为汇聚人
流、物流、资金流的宁波都市
圈重要节点。同时，立足区域
丰富的山海特色资源，加强规
划引领，保护开发区域内蟹钳
港旅游资源，精细化打造“两
线两村”特色亮点，深化实施
黄公岙等村艺术赋能乡村振
兴，实现自然资源、人文景观、
民俗风情的多元融合。围绕项
目推动乡村旅游和景区旅游深
度融合，多渠道推介西海岸风
情线、白岩山等特色资源。

新桥镇：狠抓三大突破 打造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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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黛虹 任吟

本报讯 “各位请注意，
请携带好本人身份证和手
机，提前准备好健康码、行程
码，全程佩戴口罩，保持一米距
离，有序排队，等候检测……”
近日，东陈乡在海墩村文化礼
堂组织的核酸检测应急演练
现场秩序井然，乡机关干部、各
村主要负责人、乡卫生院全体

医务人员及所有点位工作人
员等 200余人参加活动。

演练开始，参与演练的人
员佩戴口罩、手持身份证，间
隔一米排队有序进场。体温监
测区工作人员手持测温枪测
温，体温正常者方可进入信息
采集区进行登记。采样工作人
员按照规范操作流程做好样
本的收集和消杀工作。

演练现场设立临时隔离

区、测温区、等候区、登记区、
核酸采样区等五大区域，配
备警戒线、指示牌等，以细化
的区域分工、明晰的指引标
识，引导群众按照流程单向
流动，确保人员全程闭环不
交叉。各个流程均严格按照
规范核酸检测程序进行操
作，各区域工作人员分工明
确，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此
次核酸检测实战演练。

东陈乡举行核酸检测应急演练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张根苗

本报讯 志愿服务常态推
进、宣传引导持续强化……今
年以来，泗洲头镇团委将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与共青团自身职
责相结合，多措并举，组织团员
青年及志愿者为我县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志愿服务常态推进。该镇
团委将志愿服务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抓在日常，抓在经

常，形成常态。先后组织“灵峰·
泗之炫”志愿队开展一核两廊
三区全域美丽提升行动、“平安
三率”宣传、捡拾清理垃圾和废
弃物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
“共同维护环境、营造美好家
园”的文明风尚，以及扩大志愿
服务的参与率、知晓率和满意
度，真正实现志愿服务活动常
态化。

宣传引导持续强化。充分
利用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优势

资源，组织人员分别在重要
节日和市民人流密集的场所
发放创建文明城市宣传资
料，面对面向市民讲解文明
创建知识，介绍文明城市创
建的活动内容和成效，引导
市民参与和支持创建活动。
同时，组织团员青年和志愿者
进企业、入村庄发放宣传单，
填写调查问卷，普及创城知
识，进行宣传引导，持续增强
创城浓厚氛围。

泗洲头镇团委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记 者 王浩宇
通讯员 孙丹萍 干永明

本报讯 连日来，东陈乡组
织全体乡干部一线蹲点下渔村、
进渔家，遍访辖区内的所有渔
船、渔民，综合分析研判渔船的
安全生产风险，强化对渔民渔嫂
的教育宣传，全面打响“遏重大、
保平安”专项行动攻坚战。

在金沙湾码头，工作人员
叮嘱渔民做好渔船安全检查各
项工作，并进行登船检查，查
看船舶证件是否齐全，船员持
证上岗情况，重点检查了救生
衣、救生圈、灭火器、烟雾信
号弹、救绳索等救生设备。

记者了解到，东陈乡共有
各类渔业船只 68 艘，涉及岳

头、沙岗、樟岙、松岙、旦门、
东旦、红岩等村庄。这段时间，
该乡干部联合村干部走村入户
发放《三严格五严禁》 《象山
县渔业船舶安全巡查制度》
《浙江沿海主要公共航路公告》
等宣传资料，加强渔民的安全
生产思想，为渔民渔嫂答疑解
惑。同时，排摸东陈籍渔船租
赁和挂靠情况，船主的家庭经
济情况、渔业生产情况和减船
转产意向等，收集上报渔村、
渔民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该乡副乡长史文武说：“我

们专门组成了 7个工作组对全乡
的 68艘渔船进行了走访和排摸，
估计两天时间内我们可以完成全
部的走访，查漏补缺，确保渔业
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遏重大 保平安

东陈乡 7个工作组
走村入户访渔家

记者 董小滋 通讯员 吴黛黛

本报讯 近日，墙头镇召
开千名干部进渔家“遏重大、
保平安”专项行动工作会议，
会后，该项行动在镇内全面铺
开。党政班子全体成员、农办
全体干部、涉海涉渔主联村干
部、村支部书记和定人联船责
任人 3天内走遍所有涉海涉渔
村、渔船、渔民，摸清村情户
貌，掌握渔船情况，做到一户
不落，全面摸底。

该镇全体干部齐动员、齐
上阵，走村入户到码头、上船
头，发放渔民告知书及《关于
严厉打击渔业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的公告》，面对面讲清当前安

全生产紧迫形势、利害关系和
政策规定，进一步加强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为渔民渔嫂答疑
解惑。并排摸墙头籍渔船租赁
和挂靠情况，船主的家庭经济
情况、渔业生产情况和减船转
产意向等，综合分析判断渔船
的安全生产风险，做到村清、
船清、人清。

同时召开辖区规模船只
船老大工作会议，进一步压
实船东船长主体责任，加强
船员管理，要求严格执行渔
业船舶进出港报告、值班瞭
望、安全巡查制度，严禁无
证驾驶、超员、超高、超航
速、超风浪、超载及跨航区
等作业行为。

一户不落 全面摸底

墙头镇全面铺开
“遏重大、保平安”专项行动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俞明明

本报讯 近日，晓塘乡与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签约成立“共富联盟”。双方将围绕“激扬文
化脉搏，促进共同富裕”主题，深度挖掘晓塘文化基
因，系统梳理晓塘文化脉络，以地域文化发展助推
“美丽经济”建设。

晓塘是钟灵毓秀的生态之乡，有省级万亩林业
特色基地及多处历史文物古迹。辖区内有千年古村
月楼村，村内巷弄密布，有建于明代的村牌坊“钟徽
遗址”；宁波市首批、浙江省第五批历史文化名村黄
埠村，建于清初的高柴门和清中期的三三堂占据村
中，北有上新屋、三戒堂，南有下柴门，东有潘季房、
小柴门等十余座潘氏大院落，西有潘氏宗祠、圆峰
庙。这些古宅均属清早期闽南建筑风格，在宁波的
古村落中可谓独树一帜。

该乡以“文化”为脉，以优越的生态自然条件、
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为基，促进农文旅融合，带动
产业发展。今年 7月，浙江万里学院在晓塘乡设立
了乡村振兴大学生实践基地，仅用暑期 2个月时
间，就在新媒体推广、互联网销售、直播带货等领域
取得不错的成效，首场助农直播帮助果农销出 658
箱“阳光玫瑰”葡萄。

此次“共富联盟”的成立，是双方在前期成功合
作基础上的再一次探索。今后，该乡将通过引入高
校“智囊团”，深挖历史文化底蕴，借助青年大学生
的力量注入到共同富裕的探索中去，继续打造生态
晓塘、名橘之乡、休闲胜地，打通“农业 +旅游”致富
路。

晓塘成立“共富联盟”
助力发展“美丽经济”

近日，泗洲头镇团委联合镇妇联举办“创建文
明城市、让法律守护未成年人”专题讲座，200余名
师生到场聆听。此次讲座邀请专业律师就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设立背景、主要条例内容
进行深入解读，并引导同学们要加强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能力。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张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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