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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供电公司计划停电信息

宁
海
县
供
电
公
司

工作日期

3月27日
（星期一）

3月30日
（星期四）

停电时间

07:00-14:00

07:00-18:30

07:00-14:00

07:00-18:30

要求停电设备(范围)

竹林E013线66号杆小汀5号支线开关

竹林E013线91号杆开关

竹林E013线66号杆小汀5号支线开关

竹林E013线91号杆开关

对外停电设备(范围)

栅下村、小汀村、嘉和日用品厂，四明胶管厂，正伟金属制品厂，琦博机械,爱谱电器等用户

严家村(部分）、官地村、祁家村、七宝村、七星村、七贤村、妙山村、宏湖村、墩头陈村、板昌村、岭根村、福泉寺、蓝宝石燃具
厂）、甬和金属、双桥压铸、易隆家居、健日彩印、远铭文具、垃圾中转站、正一铝业、博海照明、欣元机械、七贤锯板、前童经营、
前童喷塑、益民服装、官地喷塑、妙宏沙石基建、阪昌电信基站、七贤移动基站、前童政府基建等用户

栅下村、小汀村、嘉和日用品厂，四明胶管厂，正伟金属制品厂，琦博机械,爱谱电器等用户

严家村(部分）、官地村、祁家村、七宝村、七星村、七贤村、妙山村、宏湖村、墩头陈村、板昌村、岭根村、福泉寺、蓝宝石燃具
厂）、甬和金属、双桥压铸、易隆家居、健日彩印、远铭文具、垃圾中转站、正一铝业、博海照明、欣元机械、七贤锯板、前童经营、
前童喷塑、益民服装、官地喷塑、妙宏沙石基建、阪昌电信基站、七贤移动基站、前童政府基建等用户

备注

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停电取消

停电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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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须知：
一、所有岗位的应聘者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认同本行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和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无不良行为记录；
2、35周岁（含）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
3、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符合我行亲属回避制度规定。
二、经初审符合条件者，本行将另行通知面试时间。两个月未收到本行面试通知，视作申请未通过。应聘材料恕不退还，本行将代为保密。
应聘程序：
应聘者请携带个人简历、身份证、近期1寸免冠彩照、学历学位证书、相关从业资质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发送电子邮件至:myjob_nb@hzbank.com.cn,邮件主题请注明“应

聘岗位及姓名”;或将相关资料复印件邮寄至：宁波市江东区惊驾路688号杭州银行宁波分行人力资源部收，信封上请注明“应聘”。

●●综合柜员综合柜员（（若干名若干名））

从事银行临柜工作一年以上从事银行临柜工作一年以上；；

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反假贷币反假贷币

知识培训考试合格证知识培训考试合格证、、人民币银行结算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员证书等账户管理员证书等。。

●●零售客户经理零售客户经理（（若干名若干名））

从事零售信贷工作一年以上从事零售信贷工作一年以上；；

具有银行营销工作经验具有银行营销工作经验，，客户资源丰富者优先客户资源丰富者优先；；

具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具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

持有持有AFPAFP、、CFPCFP证书者优先证书者优先；；

具有社区工作经验或大学生村官优先具有社区工作经验或大学生村官优先。。

●●公司客户经理公司客户经理（（若干名若干名））

从事银行信贷工作一年以上从事银行信贷工作一年以上，，客户客户

资源丰富者优先资源丰富者优先；；

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沟通协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沟通协

调能力调能力。。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 男女
不限1名 22-35岁 专科，生产部部长 男
女不限1名 30-50岁 高中，注塑机修 男
女不限2名 25-45岁 初中，普工 男女不
限20名 18-45岁 初中，车缝工 男女不
限5名 18-45岁 初中，产品设计师 男女
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拉板师傅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小学，制袋师傅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小学，注塑工 男女不
限10名 18-45岁 初中，采购员 男女不
限4名 22-45岁 高中，应届毕业生 男女
不限2名 22-25岁 专科，质检员 男女不
限8名 18-30岁 高中，平面设计师 男女
不限1名 20-35岁 高中，行政文员 男女
不限1名 25-30岁 高中，装卸工 男女不
限2名 30-50岁 小学，物料员 男女不限
2名 18-30岁 小学
●宁波世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
女1名 23-31岁 专科，销售总监 男1
名 26-45 岁 本科，仓库统计 女 1 名
25-35岁 高中，实验员 女1名 22-45
岁 高中，学徒 男1名 23-35岁 高中
●宁海富强标准件厂：仓管统计 女 2名
20-40 岁 中专，五金机械维修 男 2 名
25-45岁 高中，淘宝客服 女2名 20-40
岁 专科，驾驶员 男1名 20-45岁 中
专，淘宝推广 女2名 20-45岁 专科
●宁海弘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 男
女不限30名 18-35岁 高中，销售经理
男女不限5名 18-35岁 专科，健身教练
男女不限10名 18-35岁 高中，客服经
理 男女不限3名 18-35岁 专科，客服
男女不限10名 18-35岁 高中
●宁波江北汉邦楼宇设备有限公司：中央空调
业务员 男女不限5名 20-35岁 专科，中
央空调运营总监 男2名 25-40岁 中专，
文员 女1名 20-35岁 中专，中央空调安
装师傅 男5名 20-35岁 中专
●宁海万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
男女不限4名 28-45岁 专科，项目工程
师 男女不限2名 30-50岁 专科，五金模
具师傅 男女不限3名 30-50岁 中专，级
进模模具师傅 男女不限3名 30-50岁
中专，仓管 男女不限3名 25-45岁 中专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海县支
公司：客户经理 男女不限10名 25-45
岁 专科，储备主任 女2名 30-35岁 专
科
●宁海县大鹏模具塑料有限公司：模具工 男
3名 20-35岁 初中，数控操机工 男3
名 20-40 岁 初中，设计学徒 男 5 名
20-30岁 专科，销售人员 男3名 20-32
岁 专科
●宁海县弗莱克斯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本科，品管部
经理 男女不限1名 25-45岁 本科，品管
部主管 男女不限1名 25-45岁 中专，生
产部经理 男女不限1名 25-45岁 中专，
机械结构工程师 男女不限1名 25-50
岁 专科，CAD三维绘图员 男女不限 1
名 20-50岁 高中，生产调度员 男女不限
1名 20-45岁 中专，仓库主管 男女不限
1名 25-45岁 中专，办公室文员 女1

名 20-35岁 中专，流水线线长 男女不限
2名 20-45岁 高中，检验员 男女不限5
名 20-45岁 高中
●宁海强蛟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操作工
男 10名 18-40 岁 初中，机修工 男 5
名 18-40岁 初中，薪酬人事专员 男1
名 20-30岁 本科
●宁海县恒旺食品配送中心：驾驶员 男5
名 20-45岁 高中，业务员 男女不限3
名 20-45岁 高中，门店售货员 女2名
20-45岁 高中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机电类储备干部
男2名 23-30岁 专科，机械项目工程师
男1名 25-40岁 专科，电气项目工程师
男1名 25-40岁 专科，外销员 男2名
25-35岁 专科，厨师 男1名 25-40岁
初中，普工 男1名 25-35岁 高中，财
务 男1名 25-35岁 本科，机修工 男1
名 25-35岁 专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宁海分公
司：直销经理 男女不限50名 22-35岁
高中
●宁波乐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维修员
男2名 35-55岁 初中，保安员 男5名
20-45岁 初中，保洁员 男女不限10名
30-63岁 小学
●宁波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驾驶员 男女
不限3名 30-40岁 中专，技术员 男女不
限2名 30-40岁 专科，文员 男女不限3
名 25-35岁 专科，电焊工 男女不限20
名 30-40岁 初中，组装工 男女不限20
名 30-40岁 初中，喷漆工 男女不限5
名 30-40岁 初中，冲床工 男女不限1
名 30-40岁 高中，市场业务员 男女不限
10名 22-45岁 专科，标书制作员 男女
不限2名 25-35岁 专科，主办会计 男女
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储备干部 男女
不限8名 25-40岁 本科
●宁波海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会计 男女
不限2名 30-45岁 专科，设备维护 男女
不限2名 30-45岁 高中，食堂清洁工 男
女不限2名 20-45岁 初中，普工 男女不
限5名 20-45岁 初中
●宁海艾康日用品有限公司：店长 男女不限
10名 20-50岁 高中，业务经理 男女不
限10名 20-50岁 高中，业务员 男女不
限10名 20-50岁 高中，灸疗师 男女不
限10名 20-50岁 高中
●宁海佳育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育婴
师 女20名 18-55岁 初中
●东方日升（宁波）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区域销
售经理 男女不限10名 25-40岁 专科，
法务专员 男女不限1名 25-35岁 本科，
招商专员 男女不限5名 25-40岁 专科，
电气工程师 男5名 25-40岁 专科，土建
工程师 男5名 25-40岁 专科，质量体系
工程师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测
绘工程师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
采购员 男女不限2名 25-40岁 专科，仓
管员 男女不限2名 25-40岁 专科，高压
电工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会
计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操作工 男20

名 18- 45 岁 初中，检验员 男 15 名
18-45岁 初中，储备人员 男20名 18-
40岁 中专
●宁波德昂纳机械有限公司：冲床工 男2
名 18-45 岁 初中，气保焊工 男 2 名
18-40岁 初中，销售助理 男女不限2名
18-40岁 高中，国内销售 女1名 18-40
岁 高中，外贸业务员 女2名 18-40岁
专科，电商 女1名 18-40岁 中专，钳
工 男3名 18-45岁 高中，装配电工 男
1 名 20- 40 岁 初中，绘图员 男 1 名
25-40 岁 高中，装配车间主任 男 1 名
25-45岁 高中，打包普工 男女不限10
名 18-45岁 小学，喷粉工 男1名 25-
45岁 初中，质检 男女不限2名 18-45
岁 高中，数控操作工 男女不限5名 25-
40 岁 初中，钻床工 男 5名 25-40 岁
初中，叉车驾驶员 男1名 20-45岁 初中
●上海雪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营
销总监 男女不限2名 35-55岁 专科，储
备干部 男女不限3名 30-55岁 专科，销
售代表 男女不限5名 22-45岁 高中，实
习生 男女不限10名 22-45岁 专科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助
理 女1名 18-35岁 高中，质量工程师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慢走丝操
机 男女不限1名 20-40岁 高中，检验
员 男女不限3名 20-35岁 高中，电火花
操机 男1名 20-35岁 高中，设备维修电
工 男1名 25-40岁 专科，业务经理 男
女不限3名 25-40岁 专科，成本会计 男
女不限1名 30-40岁 本科，IE工程师 男
女不限1名 30-45岁 本科，清洁阿姨 女
1名 40-55岁 小学，文员 女2名 25-
35岁 高中，流水线装配工 男女不限30
名 18-45岁 初中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有限公司：模具工 男
20名 20-40岁 初中，质检员 男女不限5
名 20-35岁 中专，计划员 男2名 25-
35岁 高中，试模员 男2名 25-35岁 高
中，设计员 男5名 20-40岁 初中，电火
花操机 男1名 20-40岁 初中，CNC操
机 男5名 20-40岁 初中，高速铣操机
男 5名 20-40岁 初中，数控/高速编程
男 2 名 25- 40 岁 高中，抛光 男 2 名
20-40岁 初中
●宁波国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
顾问 男女不限5名 18-40岁 高中，会
计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服务顾
问 男女不限5名 18-30岁 高中，客服专
员 女3名 18-30岁 高中，备件计划员
男女不限2名 18-30岁 专科，钣金中工
男1名 22-30岁 中专，机修学徒 男5
名 18-25岁 中专，夫妻门卫保洁 男女不
限2名 40-55岁 小学
●华英伦科技（宁波）有限公司：质保部经理
男女不限1名 28-45岁 专科，项目工程
师 男1名 25-45岁 专科，设备主管 男
1名 30-45岁 专科，前台文员 女1名
20-30 岁 专科，质检员 男女不限 2 名
20-40岁 高中，卫浴专检 男女不限1名
20-40岁 高中，线切割 男1名 25-40
岁 高中，数控/专机调车技术员 男1名

25-40 岁 高中，红冲工 男女不限 4 名
25-45岁 初中，自动红冲工 男2名 25-
45岁 初中，网管 男1名 25-35岁 专科
●浙江斯穆一碧根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仓
管 男2名 20-40岁 高中，维修助理 男
1名 20-38岁 中专，铣床操作工 男5
名 20-40岁 初中，锯床操作工 男2名
20-40岁 高中，驾驶员 男1名 20-40
岁 初中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机修 男2名
25-40岁 高中，仓管员 男2名 18-40
岁 初中，账务专员 女2名 18-40岁 专
科，模具维修 男1名 18-40岁 高中，普
工 女30名 18-40岁 小学，厨房阿姨
女1名 45-60岁 小学，质量工程师 男女
不限1名 22-40岁 专科，体系工程师 男
女不限1名 22-40岁 专科，管理会计 男
女不限1名 26-40岁 本科，安全员 男1
名 26-40岁 专科
●宁波春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绘图员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中专，行政专员 男女
不限1名 25-35岁 高中，计划主管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中专，食堂帮厨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初中，注塑领班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高中，注塑工 女2
名 20-45岁 小学
●宁海尚高商务旅店有限公司：前厅收银 男
女不限5名 18-30岁 高中，楼层清扫 男
女不限5名 25-45岁 小学，房务中心 男
女不限2名 18-45岁 初中，客房领班 男
女不限2名 25-45岁 高中，保安 男女不
限2名 30-50岁 初中，餐厅人员 男女不
限3名 25-50岁 初中
●宁波永成双海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采购
员 男女不限1名 22-38岁 专科，信息化
专员 男女不限1名 22-30岁 专科，车间
统计员 男女不限1名 22-30岁 高中，统
计文员 男女不限1名 22-30岁 高中，设
备管理员/体系文员 男女不限1名 20-35
岁 高中，审计师 男女不限2名 24-30
岁 本科，成本会计 男女不限1名 22-40
岁 专科，海外销售助理 男女不限 1名
22-30岁 专科
●浙江贝客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 男
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市场总监 男
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招商经理 男
女不限2名 25-40岁 专科，销售精英 男
女不限10名 25-40岁 中专，销售助理
女2名 20-35岁 专科，平面设计（策划）
男女不限1名 25-35岁 专科，综合文员
女4名 20-35岁 专科，人事专员 女1
名 25-35岁 专科
●宁波卡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男
1名 35-50岁 中专，品质管理 男1名
35-50岁 专科，电工 男2名 25-40岁
中专，销售员 男女不限3名 25-40岁 专
科，外贸业务员 男女不限3名 25-40岁
专科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外贸业务
员 女4名 25-40岁 专科，注塑机修工
男 2 名 30- 45 岁 初中，仓管 女 1 名
25-40岁 高中
●宁波久久机械有限公司：驾驶员 男女不限

3名 22-40岁 高中，电气维修工程师 男
女不限3名 22-40岁 高中，机械维修工程
师 男女不限3名 22-40岁 高中，应用工
程师 男女不限3名 22-40岁 高中，维修
学徒 男女不限10名 22-40岁 高中，销
售经理 男女不限5名 22-40岁 高中，售
后客服 男女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销
售跟单 男女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零
配件管理 男女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
单证 男女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人
事 男女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出纳
男女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会计 男女
不限2名 22-40岁 高中，总经理助理 男
女不限1名 22-40岁 专科，办公室主任
男女不限1名 22-40岁 专科，市场发展部
长 男女不限1名 22-40岁 专科
●宁波海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文员 男女
不限1名 20-30岁 专科，外贸业务员 男
女不限5名 25-40岁 专科，计划部长 男
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技术部长 男
女不限1名 25-45岁 专科，输单员 男女
不限1名 25-45岁 专科，售前售后客服
男女不限5名 25-45岁 专科，采购经理
男女不限1名 25-45岁 专科，仓管员 男
女不限5名 25-45岁 高中，淘宝客服 男
女不限1名 25-45岁 专科，模具工 男女
不限2名 25-40岁 专科，采购员 男女不
限5名 25-40岁 专科，计划专员 男女不
限2名 25-40岁 专科，钻床工 男女不限
5名 25-40岁 初中，仪表工 男女不限5
名 25-40岁 初中
●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
司：安保人员 男10名 20-35岁 初中，客
服人员 女5名 20-30岁 高中，工程人员
（万能、高配、低配、空调） 男10名 20-45
岁 初中，保洁员 女10名 30-50岁 小
学，项目助理 男女不限5名 25-45岁 中
专
●宁波得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秩序维护员
男5名 18-40岁 初中，保洁员 女5名
40-60岁 小学，管理员 女1名 23-35
岁 初中，工程维修 男1名 23-40岁 高
中，监控员 女2名 23-40岁 初中
●宁海县阳超模塑厂：模具主管 男 1名
32-45岁 专科，模具设计 男女不限2名
25-42岁 高中，模流分析 男女不限1名
25-42岁 高中，模具组长 男3名 28-45
岁 初中，模具工 男3名 25-42岁 初
中，生产助理 男1名 23-32岁 专科，储
备干部 男2名 23-32岁 专科，电脉冲
男1名 23-55岁 初中
●宁波唯奇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主任 男
女不限1名 30-50岁 高中，品控 男女不
限2名 25-40岁 专科，仓库输单员 女1
名 28- 45 岁 专科，操作工 女 10 名
25-45岁 初中，机修工 男1名 25-45
岁 中专，仓库 男1名 25-45岁 初中，
生产统计员 女1名 25-40岁 高中，机台
操作工 男3名 20-45岁 初中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床 男女不
限20名 25-45岁 初中，数控铣床 男女
不限20名 25-45岁 初中，磨床 男女不
限 10名 25-45 岁 初中，检验员 女 5

名 25-35岁 初中，钻床 男女不限 20
名 25-50岁 初中，生产管理员 男2名
20-35岁 专科
●宁波千汇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生产计划员
男1名 22-35岁 高中，试模工 男1名
22-45岁 高中，硫化班组长 男2名 22-
40岁 初中，仓库理货员 男1名 22-40
岁 高中，巡检员 男女不限2名 20-35
岁 高中，储备干部 男女不限3名 22-45
岁 专科，机电维修工 男2名 22-45岁
高中
●宁海建新橡塑有限公司：工程科科长 男女
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质保科科长 男
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工艺工程师
男女不限2名 25-40岁 专科，工装设计工
程师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质量
工程师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专科，机
修电工 男女不限1名 25-40岁 中专，储
备干部 男女不限5名 20-25岁 专科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包装车间主
任 男1名 18-45岁 高中，包装车间线
长 男5名 18-45岁 高中，包装工 男20
名 18-45 岁 初中，夫妻门卫 男 1 名
50-60岁 初中，喷漆工 男3名 18-45
岁 初中，夫妻门卫 女1名 50-60岁 初
中，质检员 男2名 18-45岁 初中，装卸
工 男1名 25-45岁 初中，办公室主任
女1名 25-45岁 专科，外贸业务员 男女
不限2名 25-45岁 专科，总经理秘书 女
1名 25-35岁 专科
●宁海幔哈顿丽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西餐厅
服务员 男女不限10名 18-45岁 初中，
西餐厅PA 男女不限2名 40-55岁 小
学，客房清扫员 女2名 18-45岁 初中，
房务中心服务员 女2名 18-45岁 初中，
洗碗阿姨 女1名 40-55岁 小学，厨师学
徒 男女不限2名 18-25岁 初中，前台接
待 男女不限2名 18-35岁 高中
●宁海蓝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复印机技术
员 男5名 25-35岁 专科，电脑技术员
男5名 25-35岁 专科，监控技术员 男5
名 25-35 岁 专科，技术学徒 男 5 名
20-35岁 专科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注塑机修工 男2
名 30-45 岁 高中，车间统计 女 1 名
25-40岁 高中，ERP仓库管理员 男女不
限1名 30-45岁 高中，仓管员 男女不限
1名 30-45岁 高中，ERP主管 男女不限
1名 30-45岁 本科，淘宝推广、营销 男
女不限2名 25-35岁 专科，电子商务 女
4名 25-35 岁 专科，装配工 女 50名
20-50岁 初中，注塑工 男女不限50名
20-50岁 初中，电工 男2名 30-45岁
高中，外贸业务员 女2名 25-30岁 专
科，办公室清洁工 女2名 35-50岁 初
中，驾驶员 男2名 35-50岁 初中
●宁波志岳电子有限公司：装配包装工 男女
不限20名 20-50岁 初中，注塑工 男女
不限5名 20-45岁 初中，喷印辅助工 男
女不限2名 20-50岁 小学，丝印工 男女
不限1名 20-50岁 初中，外贸助理 男女
不限1名 20-35岁 专科，品质助理 男女
不限1名 20-35岁 专科

宁海县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
本周四（3月23日）

宁海县智慧就业创业信息共享系统 http：//www.nhjyw.cn

注：定于每周四上午举办县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 时间：8:00—11:30
应聘地点：宁海县气象北路778号（国际会展中心北楼二楼）乘公交线路105路、107路、113路、128路在国际会展中心站下车即到。联系电话（传真）：65582346
本招聘信息由宁海县就业与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发布，部分信息以当日市场发布的即时更新的信息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