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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人才市场慈溪分市场将在每月6日、16日、26日及周五举行定期招聘会

时间：2019年7月12日8:00-12:00 地点：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三楼（北三环东路1999号）
慈溪市人才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计算机、行政、财会、文员类招聘会需求信息

A10、慈溪慈泰涂料有限公
司 驾驶员1；业务员1

A11、慈溪市大展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4；会计 1；
采购员 1；统计 1；检验员 3；数
控操作工8

A18、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市支公司泰盛营销服务
部 教育培训岗 （编制员工） 1；
人力发展岗（编制员工） 1；销售
支持岗（编制员工） 1；区域总监
5；综合金融主管20；综合金融专
员50

A19、慈溪海宇电器科技有限
公司 跟单1；文员1；单证1

A25、慈溪市新华书店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主管 2；营销主管
2；营业员5

A26、宁波恒剑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外贸业务员4；信息化专员
1；品质主管/经理 1；电子工程师
1；工程部经理1；工艺工程师1

A27、宁波高松电子有限公
司 国际业务员/代表（双休、五
险)5；国内业务员/跟单 （双休、
五险） 3；DQE工程师 1；IE工程
师 1；中走丝技工 2；自动化工程
师 1；自动化技术员 5；单证员
2；装配一部组长 4；电气工程师
1；工装夹具设计 1； 冲压 IPQC
组长 1；冲压技师 2；PE 工程师
1；磨床技工5；国内客户代表4

A28、宁波埃弗勒斯壳体科技
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10；国内
业务员10；外贸业务助理4；文员
1；采购助理2

A29、慈溪市其美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 业务员4；检验员1

A30、宁波爱薇家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前台 10；服务员 10；咖
啡师 10；值班经理 10；西点师
（学徒） 10；面包师（学徒） 10

A32、浙江冰峰压缩机有限公
司 单证员 1；仓库管理员 2；
PMC1

A34、宁波矩阵电子有限公
司 实习工程师 2；报价员 1；生
产文员 1；生产计划员 1；装卸工
5；普工 20；喷粉技工 5；品质检
验员5

A39、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市支公司 客户经
理助理10；销售代表5；销售主管
4；营业部经理2

慈溪人才市场2019年7-8月现场招聘会计划安排表
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日 期

12日（周五）

16日（周二）

19日（周五）

26日（周五）

2日（周五）

6日（周二）

9日（周五）

16日（周五）

26日（周一）

30日（周五）

招 聘 会 名 称

营销、电子商务、计算机、行政、财会、文员类招聘会

慈溪市2019年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

营销、机械、汽配、工程、建筑、技工类招聘会

慈溪市2019年夏季人力资源交流会

营销、电子商务、计算机、行政、财会、文员类招聘会

综合性招聘会

营销、机械、汽配、工程、建筑、技工类招聘会

综合性招聘会

综合性招聘会

营销、电子商务、计算机、行政、财会、文员类招聘会

地点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

先天疾病夺走了她站立行
走的权利，她却用坚强的手臂
游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她就是慈溪残疾人的骄傲、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姚攒。

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
残疾，姚攒无法独立行走。通
过四次大手术和康复训练后，
也只能够靠他人搀扶勉强走
路，上下学全靠接送。

“与游泳结缘是在 2009年
的夏天，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

会。”姚攒说，妈妈去游泳馆
游泳，也带上了她，鼓励她下
水试试。没想到，11岁的她
戴着救生圈跳进了水里，大着
胆子在水中畅游，甚至还去了
深水区。

第一次下水的姚攒不仅一
点儿也不害怕，还表现出了极
好的水性。抱着培养兴趣爱好
和利于身体康复的想法，家人
开始让姚攒参加游泳训练。

仿佛是为游泳而生，在
泳池里的姚攒展现出了特别
的天赋和能力，第二年就代
表慈溪参加宁波市运会，并

抱得奖牌归。也正是因为
此，姚攒对宁波市运会有着特
别的感情，“这是我第一次作
为运动员参赛得奖，也是作为
慈溪人第一次为家乡赢得荣
誉。”以此为起点，姚攒向着

“更快、更强、更高”的目标
不断冲刺。

2011年 10月，在第八届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她获
得 1枚金牌、3枚银牌和 1枚
铜牌；2013 年 9 月，世界轮
椅与肢残人运动会，她又夺
得 3金 1铜；2015年 9月，全
国第九届残运会上，她再夺

得 4 金 2 银并破 3 项全国纪
录；2016年，里约残奥会自
由泳两个第四名；2017 年，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女子
S5 级 50 米自由泳金牌、100
米自由泳金牌、100米蛙泳金
牌；2018年第三届亚洲残疾
人运动会女子S5级50米、100
米、200米自由泳金牌、4×50
米男女混合自
由泳接力赛银
牌……她的名
字，一次次与
纪录、冠军、
奖牌联系在一

起。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残奥

会的冠军。”姚攒说，她会更加
努力，争取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
的领奖台上，看着五星红旗升
起。对于年轻的女孩儿来说，姚
攒的未来还很长，她心里的奥运
梦也有了更具体的形象和更清晰
的目标。

为家乡赢得荣誉的碧波精灵

本报讯 红色七月，党旗
飘扬，社会组织在行动。日
前，“知行合一——社会组织
在行动”2019年社会组织服
务周活动举行，全市的社会组
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为党的98周岁生日献礼。

17 家 社 会 组 织 齐 聚 一
堂，百余位志愿者为市民送上
志愿服务大餐。在市 2019年
社会组织服务周广场活动上，
从垃圾分类过家家引导市民参
与垃圾分类，到电力科普小游
戏普及夏日用电安全，再到手
机贴膜、美甲化妆、图书漂流
等贴心实用的服务，社会组织
的志愿者们积极展示风采、热
情投入服务，赢得了过往市民
的好评。

在集中的广场服务之外，
各镇街、各社会组织也立足社
会和群众需求，整合资源，开
展了个性化的服务活动。钱海
军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带
领六位老劳模，来到浙东四明

山抗日根据地旧址重温红色岁
月；慈航公益服务中心启动“公
益小天使”项目，带动更多孩子
在公益服务中增强使命感；观海
卫镇义工服务队则前往中共浙东
区党委成立旧址宓大昌开展党建
团建活动，用红色情怀提高组织
凝聚力和战斗力……

据了解，本次社会组织服务
周活动重点围绕社会组织助力

“六争攻坚”、社会组织助力社会治
理、社会组织助力减贫脱贫、社
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社会组织
助力文明创建、社会组织助力民
生改善等“六助力”展开，共服
务153场次，受益人数近3.5万人。

“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党
建引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年来，市民政局依
托市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建立
集社会组织党组织孵化、党建支
持系统、党建工作宣传于一体的
社会组织党建服务中心，实现对
园区入驻组织党建工作全覆盖，
通过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双孵化”机制和主题党日活动
等载体，营造社会组织浓厚的党
建氛围。

我市社会组织党建
领航展风采

本报讯 7月 6日，我市
“上林工匠”高级研修班开班
授课，51名高技能人才走进
课堂“充电”，进一步提升自
身的技能水平。

“上林工匠”高级研修活
动是我市深入推进“上林工
匠”行动计划 （2017-2020）
的重要载体，今年是该项行动
计划实施的第三年。在首日开
班的电工研修课上，坐满前来
进行培训学习的学员，虽然他
们都是这一行业的技能高手，
但坐进课堂依然是认真听讲的

“学生”。来自吉利罗佑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的罗科军已经在
电工岗位干了 20多年，这次
参加高级研修班让他倍感珍
惜：“在研修班上，我一定要
好好努力，让自己的技能水平
得到提升。”已经是技师的罗

科军充满自信地说，通过这次培
训后，他一定力争通过考试拿到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今年的“上林工匠”高级研

修班共开设了电工技师、高级技
师两个研修班。在这里，学员们
将接受为期 5个月的专业培训，
内容包括理论和实操两部分。学
员培训结束后，将统一参加国家
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应
职业资格证书。

近年来，市人力社保局每年
组织举办“上林工匠”高技能人
才研修班，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
方式，邀请资深师资授课，给培
训学员讲授行业最新理论知识和
操作技能，目标通过 4年努力，
培育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技师、
高级技师250名以上，为我市产
业升级换代提供人才支撑。据
悉，近三年，已有253名高技能
人才走进研修班提升技能。

“上林工匠”
进高级研修班充电

三年中，253名高技能人才走进课堂提升技能

本报讯 青春建功新时
代，知行合一躬身行。昨天下
午，由团市委等相关部门主办
的“青年与城市共成长”2019
慈溪市青年人才挂职实践出征
仪式举行。百余位慈溪籍大学
生和来自各高校的青年学子齐
聚一堂，为助推慈溪高质量发
展贡献青春智慧。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周培剑出席并致
辞。

“无论我们走出多远，身
在何处，我们始终愿意用自己
所学回报家乡。”来自华东师
范大学的慈溪籍大学生范逸隽
表达了报效桑梓的决心。为让
更多在外学子关爱家乡发展，

团市委坚持实施“上林雁归”
计划，搭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平
台。让“小家燕”们进入市级
机关、镇街道、企业、社会组
织，参与到乡村调研、志愿服
务、企业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
中，三年来，已累计为千余名
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当天，

“家燕归巢”慈溪籍大学生社
会实践营各分队接过旗帜，开
始今年的实践之旅。

为发动青春力量推介慈
溪，招引青春才智汇聚三北，
团市委启动了“青声注力”计
划，积极开展寻找慈溪市“青
春代言人”行动。仪式上首批
聘请了在外优秀学子为青春慈
溪代言人，他们将在开学返校
后将慈溪的“好声音”传播出
去，吸引各地青年才俊走进这

座创新活力之城，为梦想掘金。
一方面，团市委搭建好

“上林雁归”平台，留住游子
心，吸引一大批有志人才反哺
家乡、推介家乡；另一方面，
依托环杭州湾名校团建联盟和
青年智库持续发力，三年来累
计吸引百余支高校团队以调研
游学、挂职实习等方式走进慈
溪，开展产学研合作，为慈溪
发展献智献力。

对于浙江大学的仇伟和兰
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的宁
致远来说，今年将在慈溪度过
一个难忘的夏天。仇伟将作为
团市委的挂职团干部，扎根基
层实践成长；而宁致远将带队
走进新海、慈兴等企业，了解
专业前沿科技和应用前景。今
年，团市委整合提炼，在原有

的基础上创新推出“青鸟助
飞”计划，精准对接高校学子
至镇 （街道） 一线挂职团干
部，实现基层挂职全域覆盖，
校地资源无缝衔接。同时，以
专业对口岗位为核心，意向对
应需求为基础，让专业青年人
才赴企业实习，全面畅通就业
双向选择通道。这个暑假，共
有 20余支省内外高校挂职实
践团队来到我市开展实践游
学。

与此同时，团市委着力打
造“青巢筑梦”计划，联合市
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市
科技局、白沙路街道等相关单
位，有序推进慈溪市“青·
巢”青年人才驿站建设，以期
更好地为来慈青年人才提供专
业化的引导与服务。目前智慧

谷、环杭州湾智能产业园青年人
才驿站建设完成并已投入试运
营，浙江大学挂职团、兰州理工
大学技术工程学院实践团、浙江
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实践团将作为
驿站首批入驻团队。

在为慈溪招才引智的道路
上，团市委的步伐从未停止。当
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慈溪
市社会实践基地揭牌成立，双方
将共结友谊，共话发展，常态化
开展挂职实践、产学研合作，为
慈溪发展添砖加瓦。

仪式期间，还观看“三服
务”视频、慈溪正青春MV、慈
溪宣传片，成立了防溺水宣教志
愿团。仪式后，浙江大学挂职团
成员与各镇（街道）团委书记进
行一对一对接，“家燕归巢”实
践大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交流。

青年人才挂职实践出征仪式举行

打造青年与城市“命运共同体”

（紧接A1版）在场的我市宁波
康麦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可十分感叹：“要珍惜难
得的家门口国际学习交流对接
机会，首次参与这样的活动不

仅开阔了创新视野，还当场初
步达成了一项合作意向。”路
演结束后，还进行了人才项目
对接洽谈活动，智能制造、物
联网、电子信息、医疗器械等

项目受到热捧。
据了解，这是我市第四

次举行北美浙大校友会慈溪
行活动。各镇 （街道） 和有
关部门按照“抢机遇、抢人

才、抢项目”战略要求，认
真排摸和发动近 50家有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意向的企业和
人员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

表示：“创新驱动，人才强市。
此举旨在加快引进集聚高层次
人才及项目，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沈璐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通讯员 岑俞贝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孙渊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冯培 瓷任社

日前，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联合市网络文化协会组织
网友走进宁波新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宁波首家危废收集贮
存转运中心“新泽”环保，如何对危险废物进行收集、贮存和管
理的全过程。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胡奇伟

网眼看“环保” 危废咋管理

7月 9日，观海卫镇奥博
尔公司的新疆籍员工和观海卫
镇镇民举办了一场篮球友谊
赛，既丰富了新老镇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又增进了各民族团
结友谊。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郑琳

篮球赛
民族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