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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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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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莆田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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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餐补贴：每月提供用餐补贴，可自由选择公司

食堂或者外出就餐；

高温补贴：夏季发放降温品/降温费；

技能提升：在职培训、学历提升、管理经验分享、

技能培养等；

集体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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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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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等均可直达）

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83年，是一家集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服装公司，涉

及衬衫、西服、夹克、T恤、毛衫、西裤、休闲裤等全系列

产品，是全国著名的大型服饰集团之一。

公司现有中国才子服装城和才子荔园工业园两

大生产基地，9个工厂，68条服装专业生产线，引进数

千台国际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在生产环节领先引

进ERP系统，实现企业生产体系信息化，导入一流生

产线，年生产能力 1000 多万件（套），在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拥有 2000多家专卖店，吸纳全国就业人口 1
万多人。

才子股份组建 30多年来，荣获省级以上荣誉 100
多项，成为我国受消费者欢迎男装品牌之一，先后获

得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十大

男装品牌、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全国“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等荣誉。实力见证品牌，历经30多年淬炼，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荣跻中国服装行业百强

之列，成为全国服装行业重点生产企业，在国内享有

盛誉。

未来，才子将坚持创新、跨越、发展的思路，朝“打

造中国文化第一品牌”的企业愿景迈进。

岗位名称

针车工

数量

50名

薪资待遇

4000~8000元

福利待遇：

五险、工龄工日补贴、伙食补贴、住宿、夫妻宿舍、

节假日福利、子女教育

联系人：陈先生 15060322096（微信同号）

地 址：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路888号才子创意园

出台背景

为推进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审批和监督管理职能的有效分离，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社会救助领
域改革创新，推进审批服务便利化，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提升低保识别精准率，根据
《福建省应对新型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疫
情防控期间农村贫困户和城乡困难群众、
困难党员基本生活保障的通知》（闽应对疫
情领导小组综〔2020〕40 号）和《莆田市民政
领域 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计划》（莆民明电
〔2020〕22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莆田市城厢
区实际情况，制定《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审
批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

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分为 8个部分。
工作目标：切实提高救助对象的准确度

和审批时效，维护社会救助的公正性，实现行
政权力规范高效运行，权责相对统一，使得审
批手续简化，工作效率提高。

申请审批程序：低保的申请审批程序步
骤为：群众申请-->镇（街道）受理-->家庭
情况调查 --> 信息核对 --> 镇（街道）审
核-->镇（街道）审批-->公开公示-->资金
发放。

低保认定政策依据：“应保尽保、边缘从
宽、尊重事实”的原则予以界定，及时兜住民
生底线，让城乡低保（特困）制度公正、公平、
公开，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低保救助标准：根据城乡低保对象的
年龄、健康状况、劳动能力以及家庭收入来
源等情况分 A、B、C 三类管理，分三档进行
补助。特困供养分为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
救助。

动态管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确定照料
服务人，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等服务。

系统操作：按常规要求操作系统。
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对象（含特

困人员）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工作职责：区民政局履行主体监管责任，

各镇（街道）是受理、审核、审批责任主体，村
（居）民委员会受镇（街道）委托，协助镇（街
道）开展日常服务工作等八大部分内容。

主要亮点

探索解决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覆盖面
低、对象不够精准、审核审批周期长等问题，
切实提高救助对象的准确度和审批时效，维
护社会救助的公正性，实现行政权力规范高
效运行，权责相对统一，使得审批手续简化，
工作效率提高，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好更
便捷更优质的服务，让城乡低保制度公平惠
及困难群众，增强群众对城乡低保工作的满
意度。具体表现以下三方面：

将区级民政部门审批权限下放到镇（街道）
政府审批，将区级审批变更为镇（街道）审批。

民主评议后置。根据《福建省民政厅等9部
门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八条
措施的通知》（闽民保〔2018〕210号）文件要求，简
化审批前置程序，将民主评议转变为事后监管手
段，在低保对象年度复核认定时集中开展。

信息核对工作前移。考虑到省信息核对
平台的信息比对耗时较长，为缩短审核审批
时间，将信息核对程序从镇（街道）审核后前
移到乡镇审核前发起信息录入比对。

（城厢区人民政府官网）

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审批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

政 策 解 读

近日，“青青七彩行 亲亲邻里情”城厢区
“党建+”社区邻里中心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
月启动仪式，在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太平
社区“党建+”社区邻里中心举行。共青团莆
田市委副书记黄子迪出席，并为返乡大学生
实践队授旗。

启动仪式上，城厢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区

总工会主席陆建琪对大学生们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通过志愿服务进一步自我提升，二要通过
志愿服务进一步传递爱心，三要通过志愿服务
进一步奉献社会。

仪式结束后，大学生们开展“返乡大学生文
艺汇演进社区”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一场文化
盛宴。

据悉，今年团区委组织 50 余名返乡大学
生，围绕“党建+”社区邻里中心建设，以“返乡大
学生+启明社工”模式，充分发挥大学生和社工
的专业所长，为社区开展政策宣传、主题宣讲、
文艺汇演等活动，提高居民对社区邻里中心建
设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城厢区人民政府官网）

“党建+”社区邻里中心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月启动

名企招聘信息

1.莆田市大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工、机修学徒、收银员

联系方式：17705040009

2.福建宏锯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电话销售专员、渠道经理

联系方式：13805055475

3.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化验品控、储备人才

联系方式：19959559635

4.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检测员、化验员、人事、营销人员

联系方式：0594-6705641

5.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PE工艺技术员、电子工程师、COG

技术员 、SMT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2651383

6.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人力资源主管、针车工、电脑、

针车组长、化工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联系方式：1338690816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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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莆田市顶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教育顾问、行政专员、课程顾问、教

师、电话营销

电话：15960380954

9.方家铺子（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跨境电商、运营经理、产品经理、企

划专员

联系方式：0594-3601029

10.莆田市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应付会计、叉车司机、安防稽核员、

夜班货车司机

联系方式：18059922778

11.莆田市城厢区安心房产有限公司

岗位：店长及储备店长、置业顾问

联系方式：13950797628

12.福建省安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安全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2288663

13.莆田市凤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岗 位 ：母婴护理师、养老护理员、家

政员

联系方式：0594-6612580

14.莆田市飞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楼栋管理、售楼处客服、物业工程

水电工、安防员

联系方式：18159000727

15.福建陆加叁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店长、超市部经理、会计

联系方式：0594-2658599

16.莆田市东盛联亿超市有限公司

岗位：经理、主管、营业员

联系方式：0594-2356226

17.福建东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军事教练员

联系方式：17326680179

18.莆田市明文大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储备教务主管、前台文员、咨询

主管

联系方式：0594-2110822

19.莆田佳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物业电工、楼管、保安

联系方式：13859835926

20.福建省智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英语客服、抖音营运官、主办会计

联系方式：18106914476

21.莆田喜盈门物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招商、企划营销

联系方式：18159012187

22.宝创（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岗位：PE工艺技术员、电子工程师、COG

技术员 、SMT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2651383

23.莆田市凤凰百货有限公司

岗位：采购经理、2020管理培训生、采购

部助理、储备干部

联系方式：17305948010

24.莆田市力奴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管培生、研发助理、电工、仓管员、

sop制作

联系方式：0594-2068966

25.莆田市新元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开发技转、大底操作工、仓管、针车

工、厂务助理

电话：0594-2031333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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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门店营业员、品管员、门店店长、生

产员工、研发助理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28.莆田市立丹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策划经理、地产实习生

联系方式：13860950315

29.福建省广告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媒体营销副总、活动策划经理、新

媒体运营负责人

联系方式：18850598327

30.莆田市城厢区西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岗位：美术（含助教）教师、平面设计、美

术（小学）教师、儿童画教师、学前教师、

美术老师

联系方式：17720854056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