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爱，我们在一起，以公益的力量并肩战“疫”
2020 公益海南一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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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工商联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启动

有岗位有资讯 等你来
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南国都市报 3 月
18 日讯（记者 陈望）3 月 18 日，海南工商联
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专项行动暨民营企业
线上公益招聘会在海口正式启动，该招聘会
专题同步上线，搭建网上人岗对接和就业服
务平台，力争做到关键时期足不出户即可寻
找工作。
据介绍，为帮助支持海南民营企业复工
复产，海南省工商联 （总商会） 在南海网、
自贸港人才网开辟专栏，旨在通过在线网络
渠道，帮助企业缓解用工难题，同时积极宣
传国家和我省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相关
政策，主动为企业搭建融资平台，在这个特
殊时期，与企业共克时艰，共同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该招聘会专题于 3 月 18 日同步上线。
本次招聘会专题页面主要分为招聘和资讯类
两大版块，其中招聘专区主要以发布企业招
聘信息为主，该专区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为四
个区域，求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区域有
针对性地寻找工作。

扫码进入海南工商联
线上招聘会专区

海南工商联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暨民营企业线上招聘会启动
资讯类版块主要有相关政策、就业辅
导、金融服务、典型事例四大专区。其中相
关政策是以海南岛新出台政策新闻和省工商
联的新闻资讯为主发布；就业辅导针对求职
者需求提供最新的就业辅导政策，帮助求职
者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金融服务是以银行、
证券等金融公司为主发布的金融相关新闻资

定安县线上“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

发布岗位 2000 多个
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南国都市报 3 月
18 日讯(记者 钟瑜)自 3 月 2 日定安县启动线
上“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以
来，报名企业 100 余家，发布岗位数量超
过 2000 个。
据介绍，定安县线上“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招聘会将持续至 4 月初，本次招
聘会将积极推进 2020 年春季招聘和稳岗再
就业工作，大力宣传特殊形势下就业政策

讯，帮助求职者实时了解金融行业的最新动
态；典型事例发布疫情期间作出卓越贡献、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典型人物，展示其榜样
精神。
本次活动由海南工商联主办，海南南海
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求职者可登录海南
人才招聘网和自贸港人才
网进入招聘会专题

和帮扶政策，通过搭建网上供需对接平
台，将岗位和政策送进千家万户，帮助定
安县各类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解决用工问
题，促进我县各类群体实现就业。
本次招聘会由定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定安县扶贫工作办公室主办，定
安县就业局、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承办，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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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工作队帮忙

8000 斤芒果卖光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
户端 3 月 18 日讯（记者胡诚勇 通
讯员王聘钊 莫招君）“真是太感谢
你们，如果再卖不出去，恐怕这
8000 斤芒果就要烂掉了。”海口市
美兰区三江镇茄苪村农户林桂妹激
动地说道。
3 月 18 日上午，由茄苪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对接的收购商来到林
桂妹的果园收购芒果，看着一箱箱
包装好的芒果搬上车，林桂妹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近 日 ， 林 桂 妹 种 植 的 20 亩
500 多株金煌芒日渐成熟，估计有
9000 多斤。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收购商进不来，芒果也销售不出
去。看着树上挂满了果实，林桂妹
却高兴不起来。
“符队长，今天已有 400 斤芒
果烂掉了，由于找不到大客商，现
在 20 亩芒果卖不出去，再不卖就
烂在地里了。”林桂妹发了一条短
信求助茄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符以福。“你不要着急，我来想办
法。”符以福第一时间给林桂妹回
了短信。
“你好，请问您那边需要海南
金煌芒果吗?”符以福第一时间将
芒果销售需求发布在网上寻找客
商。为拓宽销售渠道，符以福还寻
找各种销售渠道，包括各种农产品
批发市场。经过一番努力，符以福
终于联系到三家客户，成功解决了
林桂妹 8000 斤芒果销售难题。
“疫情总会过去的，我们的芒
果质量好，有了政府和工作队的帮
助，我相信销量会慢慢变好。”林
桂妹说，今年她还要再加大芒果种
植面积，并加强品牌包装，带动更
多人一起种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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