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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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城厢区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政策
政 策 解 读

问：哪 些 高 校 毕 业 生 属 于 社 保 补 贴 对
象？

答：符合社保补贴对象的高校毕业生
（大专以上）主要包括以下 3 类：

招用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即招用毕
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型微型企业。

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即向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申报灵活就业并以个
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人员，即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
生在莆自主创业，本人及其招收的应届高校
毕业生（包括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及按发证
时间计算，获得毕业证书起 12 个月以内的
高校毕业生），可同等享受企业（用人单位）
招收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问：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能领多少钱？领多久？
答：补贴标准及期限如下：

序
号

1

2

3

补贴对象

自主创业人员。毕业5年
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在莆自主创业，本人
及其招收的应届高校毕
业生（包括毕业学年高校
毕业生及按发证时间计
算，获得毕业证书起12个
月以内的高校毕业生）。
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
小型微型企业。

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
身份参保缴费的灵活就
业人员（离校2年内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

补 贴
标 准

社会保
险费的
单位缴
费部分

原则上
不超过
其实际
缴费的

2/3

具体补贴标准

按企业（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就业困
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企业（单位）和个人缴纳
的其他社会保险费。

小微企业与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给予社
会保险费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莆田市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的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标准为
4800元/年（400元/月）；医疗保险缴费补贴标准为1680元/年
（140元/月）。

补贴期限

①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以初
次核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年龄为准）；

② 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最长不超过1年。

① 就业困难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

② 高校毕业生最长不超过2年。

问：社保补贴怎么申领？
答：社保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社保参保缴费和社保补贴申领分为以下3个步骤：

第一步：参保登记

企业（用人单位）

（1）未参保企业。通过所在地社保中心（养老、工伤保险）、就业中心（失业保险）
先行办理社保三险参保单位登记和“福建12333”网上平台注册开通手续。医保
两险（医疗、生育保险）向所在地医保中心申请办理。

（2）已参保企业。通过所在地社保中心、就业中心窗口或“福建12333”网上平台办
理社保三险参保人员登记（增员）手续。医保两险向所在地医保中心申请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

持本人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社保中心、医保中心分别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手续。

企业（用人单位）通过所在地税务局窗口或“福
建省电子税务局”网上平台办理社保三险缴费手

续。医保两险向所在地医保中心申请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通过所在地税务局窗口或“福

建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养老保险缴费手续。医
疗保险向所在地医保中心申请办理。

第二步：社保缴费

第三步：申领补贴

序号

1

2

3

申报对象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

招用符合条件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

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

所需材料

① 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任选其一即
可）：身份证、就业创业证、就业失业登记
证、社会保障卡，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② 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① 基本身份类证明（如上，任选其一即
可）原件或复印件；

② 灵活就业证明材料等。

受理机构

向企业（用人单位）所在地（或
灵活就业人员户籍所在地）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申领。

备 注

人社部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审核后，将补贴资金支付
到单位银行账户或申请者本人
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备注：“福建12333”网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http：//rst.fujian.gov.
cn）首页，点击下方“12333公共服务平台”使用。

“福建省电子税务局”网上平台，登录福建
省税务局官网（http：//fujian.chinatax.gov.cn）
首页，点击左上方“福建省电子税务局”使用。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可通过“福建税务”
微信公众号（微办税 =>申报缴纳 =>灵活就业
人员养老保险费缴纳）办理。

福利待遇：1.工程师、技术员工资面议，4000~10000元/月
（月净工资）；品检、普工工资待遇：试用期两个月，3500~4000元/
月（月净工资），转正后 4000~5500元/月。2.工龄奖：工程师、技
术员：满6个月，100元/月；满1年，300元/月；满2年，400元/月；
品检、普工：满 3个月，300元/月；满 6个月，400元/月；满 1年，
500元/月。3.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节日礼品、生日礼
品、年终奖等。
联系电话：人事部 0594-2096111，张先生 13285090912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下花路口（奥迪4S店

后面）中科盛华大院内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名企招聘信息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1月，位于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华林工业园，自
2010年起，连续十年被莆田市城厢区政府授予莆田市纳税大户
称号。三利谱光电研发实力雄厚，拥有约4000平方米的研发中
心及国内最早从事偏光片技术研发的团队，公司于 2017年 5月
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2876。现有光明工厂、松岗工厂、莆
田工厂、合肥工厂。

目前，莆田分公司因发展势头良好，正进行扩厂建设，诚
邀拥有梦想并锐意进取的您，加入三利谱，在发展中国名族品
牌的舞台上尽情激扬青春，激发潜能，成就团队，成就自我！

招聘岗位

工程师

技术员

品检

普工

招聘人数

若干

若干

若干

大量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
上学历

大专及以
上学历

初中及以
上学历

初中及以
上学历

年龄要求

20-40岁

20-35岁

18-35岁

18-35岁

任职要求

1.电气、设备相关岗位经
验3年以上；
2.持有高压电工证等相
关岗位证书；
3.熟悉电气标准，熟悉
PLC、变频器、空压机等
设备的使用。

1.物理、化学、机电、管理
等专业优先；
2.整理日常的技术资料，
一线做起；
3.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
队合作精神；
4.两班倒。（不能上夜班
的勿扰）。

1.视力好，身体健康；
2.细心，吃苦耐劳，有责
任心。

1.能适应两班倒；
2.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有责任心。

公司创办于1989年，是国内一线运动品牌安踏的战略合作
伙伴。公司在职员工1700多人，年产值6亿多元，是福建莆田鞋
业十大龙头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为员工营造舒适、安全的工作、
生活环境，厂区内设有便利超市、员工活动室、篮球场、羽毛球
场、户外健身器材等配套生活娱乐设施。

公司提倡以人为本，推行人性化管理，以“品质、服务、创新、
繁荣”的企业宗旨和挑战性的薪资待遇吸引人才，现企业发展需
要，热忱欢迎您的加盟！

福利政策：公司为在职员工办理异地子女入学教育手续；入
厂享有满勤奖 50元/月，工作满半年享有工龄奖 60元/月；老员
工按时回厂可享有最高1800元的返厂补贴奖励；推荐新员工入
职可享有 300~800元的推荐奖励；星级宿舍提供空调、热水器、
独立卫生间、阳台等配套设备；夫妻双职工提供夫妻房；每月提
供用餐补贴，可自由选择公司食堂或者外出就餐；夏季发放降温
品/降温费；在职培训、学历提升、管理经验分享、技能培养等；趣
味厂运会、中秋博饼、省内外旅游、节日聚餐、生日会等。

其他福利：办理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等保险；生日礼
券、节日礼品等；春节期间按时回厂的员工可凭车票申请报销车
费。

薪资范围：裁断：3500~9000 元；针车工/手工：3000~8000
元；成型：3500~6500元；照射/贴合：3500~6000元；高频/印刷：
3500~7000元；QC（品检）：3500~4500元。

以上薪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计件工资高于保底工资，按
实际计件工资发放；熟练工实行个体计件，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应聘要求：年龄18~48周岁，身体健康，服从管理，能吃苦耐
劳。

有意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到本公司人资部报名。
联系电话：0594-2068966、18150655692
联 系 人：人力资源部 林先生
公司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区力奴鞋业

（2、28、156等路车均可直达）

1.莆田市桑迪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经理助理、文员、软硬件工程师、IT信息技术
专员、业务经理
联系方式：0594-2659028、2659038
2.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金融专员、后端工程师、APP开发工程师、财
务经理
联系方式：0594-8987328 林女士
3.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新媒体运营、会计、统计员、总裁助理
联系方式：15860025033
4.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法务专员、设计助理、电商售后客服
联系方式：18850998510 连女士
5.莆田市安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会计助理、市场策划专员、客服文
员、机修大中小工、行政专员
联系方式：18059966939
6.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托教储备管理人员、分校校长、人事助理、教
学主管
联系方式：15860062908
7.福建安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机械工程师、实验分析员、热能工程师、环保
工程师
联系方式：15205940234
8.福建集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经理、会计、人事行政/人力资源
专员
联系方式：15759902912 张女士
9.福建省锐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编辑策划、网页制作、前端开发工程师、
软件运维工程师
联系方式：13599018966 俞女士
10.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水性胶销售总监、业务精英、人力专员、网络

营销
电话：17359425332 龙女士
11.莆田市韩亚轩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天猫运营、淘宝天猫客服、仓库文员、采购文
员、天猫女装主播
电话：18039087715
12.莆田市华友机车销售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摩托车维修师傅、售后文员、批发
业务员
电话：0594-2526000
13.莆田市阳光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前台接待、中餐主管、营销经理、客房部经理、
客房服务员
电话：15345936227
14.杰讯光电（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主管、操作员、品质部主管、技术干部
电话：18959591539
15.莆田市赶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课程销售、课程顾问、校企合作专员
电话：17759846674
16.莆田市城厢区摩卡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主管、会计、采购文员
电话：13799667059
17.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家居网络编辑、房地产编辑记者、客户经理、
门店经理
电话：18005940365
18.东南艺术纸品股份公司
岗位：环保技术员、高频工、车间统计、调墨员
联系方式：姚女士18905042982
19.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储备主任、储备干部、营业员
电话：0594-6260111
20.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会计助理、销售人员、会计
电话：18505953135

21.莆田爱心岛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优秀导购员、会计主管、美工、助理文员、门店
收银员
联系方式：13615995658 卢先生
22.福建硕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审计、组训讲师岗、预算员（消防安装类）、商
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0594-2702002 林女士
23.莆田东方医院
岗位：妇产科主任、采购员（药剂专业）、护士、B超/
彩超医生、助理医师、行政主任
联系方式：0594-7571055 林女士
24.福建省广告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行政文员、活动策划经理、新媒体运营负
责人
联系方式：18850598327 小朱
25.莆田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暖通空调、给排水运行技工、营运主管、暖通
空调、营运助理
联系方式：0594-6723229 何女士
26.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现烤学徒/师傅、店长/营业员、策划专员、泡
饮专员
联系方式：18950793157 陈小姐
27.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前台文员、汽车电销专员、汽车销售
联系方式：18850902630 人事行政部
28.福建安华发展有限公司城厢分公司
岗位：造价人员、预结算员
联系方式：13859888633 林珊
29.莆田市瑞斯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感控科、康复治疗师、儿科医生、小儿推拿师
联系方式：18149641450 张先生
30.福建省易太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人力资源经理、信息技术总监、企划设计
联系方式：0594-2930003 方先生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问：疫情期间申领社保补贴有没有特殊政策？
答：企业（用人单位）方面，2020年 2月—12

月，中小微企业养老、工伤、失业保险三项社保
费单位缴费部分免征（这期间企业可申请医疗
保险补贴）；以个人身份参保缴费的灵活就业人
员可申请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贴。

灵活就业人员方面，2020年1月1日—12月31

日，对享受补贴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业的（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政策享受期限可延长1年。

问：所在地社保补贴受理机构地址在哪里？
如何联系？社保业务咨询热线电话是多少？

答：城厢区受理社保补贴的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办公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 60
号；联系电话：0594-2693960。

在社保参保缴费过程中，人社部门负责受理
社保三险（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参保登记，热线
电话：12333；医保部门负责受理医保两险（医疗、
生育保险）参保登记和缴费申报，热线电话是：
968112；税务部门负责社保三险征缴和医保两险
代收代缴，热线电话是：12366。

（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芭芘娱乐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20年 8月 7日受理申请人李颖关于李霄敏的

工伤认定申请，其在申请中认为李霄敏与你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伤害。2020年8月12日，我局
向你邮寄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因你拒收被
退回。因无法找到你公司办公地址，也无法联系到你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
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书等材料，并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视为送达后超过 10日无正当理由拒
不举证的，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特此公告。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9月2日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