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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万才欢猴年万才欢””系列招聘会系列招聘会
南国都市报与省人力资源市场联合主办

时间：2月17日至3月30日 企业报名热线：0898-65332260 65355744

海 南 省 人
力资源市场 21
场“ 猴 年 万 才
欢”新春人才交

流高峰会企业参会办法：
1、报名办法：填写好 《参会

协议》，加盖单位公章，连同
《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加印公
章、经办人身份证、电子版招
聘信息等资料交给招聘经纪
人。组委会根据参展单位所订
展位数量，坚持先到先安排展
位的原则，统一规划展位。单
位报名 3 天内，须提供招聘信
息内容 （供省人力资源市场官
方网站 www.tianya168.net 上发
布和海南职场专刊报纸发布）、
企业相关宣传信息内容和企业
标识，以便大会主办方统一制
作和对外宣传发布；

2、签到、布展：参加招聘会
的单位于活动当日上午8：30前
到现场签到，9：00前完成布展工
作。

3、企业报名热线（招聘组委
会）：0898-65332260 65355744

4、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官
方微信号：HR-hnsrlzy 传真：
0898-65355744

温馨提示
招聘会时间：2月17日-3月

30日（每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招聘会地点：海口市白龙南

路53号省人力资源市场（即省就
业局一楼）

交通路线：乘坐 11、13、14、
16、27、37、39、43、71路车在琼苑
宾馆或省干部培训中心下车

企业参会小贴士

爱心单位和个人名单———
海口雷锋
汉江婷韩国料理
莲生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屯昌明艳大酒店
上海爱心人士杨娟英
海南文昌爱心人士黄先生

爱 心 榜1、爱心年夜饭（每桌标准
1000元）。

2、给孤儿、留守儿童、残
疾儿童的新年礼物（500份）。

3、捐赠“年货大礼包”，
包括食品、日用品、服装等。

爱心认购单

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
报新闻大厦南国都市报

活动联系电话：966123

活动联系地址

南国都市报 1月 25日讯（记者
敖坤纪燕玲通讯员陈创淼）“爸，我
领到工资了，马上就回家过年！”25
日，在海口秀英区海秀花园项目工地
农民工工资发放现场，来自重庆的肖
玉龙从项目开发商处现场领取了4.5
万元工资，异常高兴的他立马给远在
老家的父亲打电话。

自去年以来海秀花园项目共计
10个班组，涉及600人，发放农民工
工资3600多万元。本次现场会发放

6个班组涉及人数300人，发放农民
工工资700万元。

不仅如此，项目开发商还评选出
了5名“优秀农民工”。来自重庆的陈
方元一手拿着工资单，一手拿着“优
秀农民工”的奖牌，喜不自胜。

“这是我第一次获奖，还有5000
元现金奖励。”陈方元难掩激动的心
情，“我要拿这些钱请班组里的所有
员工一起好好吃一顿，然后就回家过
年。明年，再到海南来。”

据了解，海秀花园由海口市秀英
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亨
通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省农
垦建工集团承建施工。该项目开发
商相关负责人方碧松说，他们会定期
地对农民工工资发放进行监督监控，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发放。

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意见》，是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重要措施。海口市劳动保障监察支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按文件要
求，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严
格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全面实行农民
工实名制管理制度，推行银行代发工
资制度；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完善部
门协调机制，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
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
系，完善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
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动惩处的
工作体系，使拖欠农民工资问题得到
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省人社厅5年为农民工
追回工资26.5亿元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
孙学新）“十二五”期间，省人社厅
累计为农民工追回工资26.5亿元。

“十二五”期间，我省劳动保障
监察执法力度不断加强，累计追发
农民工工资26.5亿元，为劳动者补
签劳动合同11万份，追缴社会保险
费5433万元；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
能建设持续增强，各市县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建院率达到 91.3%，
2012年以来共处理争议案件1.6万余
件，结案率90%以上。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 良
子 王天宇）由南国都市报组织发起的

“爱心年夜饭暨爱心年货赠送”大型公
益活动掀起了爱心的热潮，海南多家
餐饮企业先后加入进来，免费提供

“爱心年夜饭”。这些餐饮店将作为
“爱心年夜饭”公益活动在海口的分会
场，让那些需要关爱的群体感受社会
各界的关爱，过一个温馨祥和的新年。

本报征集需要关爱的群体吃“年
夜饭”的消息刊发后，引来市民踊跃
报名。目前“爱心年夜饭”虽然还没
有开席，但爱心行动一直在继续。如
果您想为特殊人群，为那些工作环境

艰苦、为我们的家园默默贡献的基层
劳动者，送上冬日里的暖流，让他们
过一个幸福温暖的春节，就拨打本报
爱心热线966123参与进来吧。

加入“爱心年夜饭”公益行动的
餐饮酒店，可通过优惠出售年夜饭的
方式，由本报组织爱心单位认购年夜
饭，再邀请孤残儿童、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单亲困难母亲、环卫工人、
投递员、小区保安及外来务工人员等
团聚吃顿年夜饭。活动期间，本报将
对参与公益活动的餐饮单位及关爱困
难群体的善举进行宣传报道，并就餐
饮单位的特色年夜饭或特色菜作介绍。

逛海南年货展赢大奖
越南三天两晚
邮轮豪华游等你来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南海网
记者陈丽娜 实习生庄晓珊）2016年
第三届海南年货展已经进入倒计时3
天，在年货盛会上，您不仅可以随心
购买心仪的产品，还能凭借购物奖券
在现场抽取免费邮轮豪华游大奖。

1月25日，记者从年货展组委
会获悉，在本次为期8天的年货展会
上，每天都会在下午15时送出一份
超级大奖——邮轮豪华游。买年货
的市民只要在单个展位消费满100
元，即可向商家索要奖券一张，并
在每日抽奖开始前，把抽奖券投至
位于舞台后方的现场组委会抽奖箱
内，抽奖时间一到便在舞台举行现
场抽奖，当场公布获奖名单。此次
现场抽奖的奖品颇为丰富，除了丽
星邮轮两天三晚越南游，现场还有
大米、购物优惠礼券等众多奖品等
你来拿！

作为本届年货展的参展商，海南
康泰国旅除了为前来打年货的市民
提供了惊喜大奖之外，在展会现场还
设立了特装展位，届时会进行现场互
动环节，邮轮模型、青花瓷笔等奖品
将会免费赠送给市民。

心动不如行动，1月28日至2月
4日，我们就在海口世纪公园（世纪大
桥下广场）期待您的光临。开展时
间：早 9 点至晚 9 点。展会咨询：
0898-66810075。

上月74城空气质量
海口排名第1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党
朝峰）环境保护部今日向媒体发布了
2015年12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
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
说，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55.6%。其中，厦门、福州、昆明、
惠州、江门、海口和深圳等7个城市
的达标天数比例为100%。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评价，12月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10位（从第74名到第65名）城市分
别是保定、邢台、衡水、邯郸、石家
庄、廊坊、济南、郑州、唐山和哈尔
滨；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10 位
（从第1名到第10名）城市分别是海
口、惠州、厦门、福州、深圳、昆
明、肇庆、东莞、贵阳和江门。

海口海秀花园300农民工喜领700万元工资

“爸，我马上回家过年”
相关新闻

本报“爱心年夜饭”大型公益活动仍在继续

邀您认购“爱心年夜饭”

“猴年万才欢”新春人才交流高峰会21场招聘会部分岗位抢先看

众多知名企业招聘人数过百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

孙学新）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与
南国都市报共同主办的 2016 年

“猴年万才欢”新春人才交流高峰
会21场招聘会，将于春节后2月
17 日至 3 月 30 日 （每周三、周
四、周五、周六）在海口市白龙南
路的省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此次系
列招聘会工作机会“井喷”，将有
6000多家企业带着6万个岗位现场

“招兵买马”。
此次系列招聘会企业扎堆，届

时将有哪些知名企业参加？又将提
供哪些工作岗位？本报记者提前整
理部分岗位，以便求职者做好充分
准备。

招聘会现场，海南英利新能源
公司将招聘审计主管、法务专员、
会计、文案策划、平面设计、车间
技术工人等职位300多人。海南金
海浆纸业公司招聘秘书、报关员、
消防员、机械技术员、仓库管理员
等职位 500多人。此外，生生百
货、远大集团、慈铭体检、新珠
江、旺旺集团、大润发、观澜湖、

椰树集团、苏宁云商集团等40多
家知名企业招聘人数都超过百人，
众多名企集中开放管理岗、销售、
行政、财务、策划、平面设计、客
服、服务、普工等 15000 多个岗
位。

罗牛山畜牧集团招聘 HR 专
员、企划经理、行政后勤、场站技
术人员、储备技术人员等职位80
多人。恒大集团海南分公司招聘渠
道、市场专员、工程人员、财务、
综合等职位100多人。海南盛广达
贸易公司招聘商超主管、业务员、
营业员、财务文员、仓库出验货等
职位60多人。精功眼镜招店面销
售、人力资源助理、总裁办秘书、
行政前台、司机、产品运营、平面
设计、电子商务等职位50多人。

此次系列招聘会涉及各个岗
位、工种，求职机会广泛，称得上
是求职最佳时机。省人力资源市场
温馨提醒，求职者要提前做好准
备，备好简历，到招聘会现场与企
业面对面交流，争取一份满意的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