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柳晶 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
文/摄）九江迎来降雪天气，市政公共设施
管理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进入扫雪
除冰应急响应状态，启动 24小时应急值
班制度，铲车、草袋、工业盐、应急车辆等
物资准备充分。截至 27日 10时，市政部
门共出动人员500余人次，抢险车辆60辆

次，草袋5000余条、撒盐30余吨。
从1月25日夜开始，市政公共设施管

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提前在城区主次干道、
桥梁、地下通道、陡坡等地段实施撒盐除
冰。27日上午，该局组织200余名应急队
员，分成13个应急队伍，以城区桥梁、下坡
道、地下通道为重点，展开除冰扫雪作业。

市政部门铲车、草袋、工业盐等物资准备充分

工作人员在铺草袋工作人员在铺草袋。。

具体招聘服装专业人员如下：
职位
平车工
车间中查
尾查
剪线
包装
拉布、杂工
大烫
专机
质量主管
QC
样衣工
组长
拷边工
三针五线
裁床电剪师傅
文员
业务跟单

需招聘人数
60名
8名
若干名
若干名
若干名
若干名
4名
3名
1名(女性、要有工作经验)
2名
4名
4名
30名
20名
2名
1名
2名

薪资结构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提成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提成
奖金十提成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薪资待遇
3500-8000
3500-4500
2200-3000
1800-2500
2500-3500
3000-4200
4500-5500
4500
5000
4500左右
3500-4000
5000-6500
3500-6000
3500-5000
3000-4500
2200-2800
3500-4500

工作时间

白天8

小时，晚

上加班另

算加班费

（周日晚

上休息）

休假安排

除国

家规定的

法律假外

每月休息

1-2天

浙铭服饰——为你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平台
江西浙铭服饰打造更好的就业平台，为在外务

工者提供都昌县城的就业机会。现面向社会诚聘服
装行业相关的高水平、高素质人才。浙铭服饰郑重
承诺：只要参与者可达到在外务工的正常效益，保证
同等付出，同等回报。

江西浙铭服饰有限公司位于九江市都昌县芙蓉
山工业园区返乡创业园 A2 栋，于 2014 年 03 月成
立。总生产基地面积为10000平方米，在职员工200
余人。主要从事针织、梭织两大类产品的加工、制
造、销售，主要订单来自美国等欧美市场，有着强大
的业务优势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公司优势说明：
一、本公司主要生产梭织,针织、夹克、休闲裤

类。并长年生产摇粒绒拉链衫为主。订单量大、货
源充足，常年稳定，无淡季。

二、自设饭堂（由公司直接管理，不为承包性
质）、空调宿舍，另设夫妻房。

三、本厂另设立的待遇为：全勤奖：150元/月、加
班费：3 元/小时、超产奖：计件工资按 10%奖励(除
600元基数)、年终奖：第一年每天奖 2元，第二年每
天奖 4 元，第三年每天奖 6 元，以此类推，10 元封
顶。按实际上班天数计算，到年终放假时发放、外省
职工每年可享受二次车票报销。

四、新加入员工(熟练缝纫工)过渡适应补贴500
元／人。

五、正常年假时间为15天左右，享受带薪休假，
根据级别制定，30~100元/天，不等。

有诚意者，请带有效身份证及1寸照片三张，到
公司人事部面试。

浙铭——邀请您共同发展，期待您的加入！
地址：都昌县芙蓉山工业园区A2栋（浙铭服饰）
联系人：王厂长：18770242106
（人事部）：占先生 13879231607 52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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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冰化雪 他们是最温暖的风景

本报讯（李恒强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
华）1月 27日下午，接到市委、市政府办公
厅关于清除城区主要交通要道积雪后，市
房产局在局长齐桦的带领下，局机关、局属
各单位负责人到包干区布置任务，冒着雨
雪铲除了部分路段冰雪。1月 28日，市房
产局再次组织全系统150余名干部职工，继
续赶赴包干路段铲雪除冰，在寒冷的滨江
路环城路口至庾亮北路路口段呈现出一幅
热火朝天的暖人景象。经过 2个多小时的
持续劳动，该路段两边沿线人行道路面冰
雪已清除干净，确保了道路畅通。

市房产局全系统职工
冒雨雪上街铲除冰雪

本报讯（祝福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1月 27日下午，在市文广新局的统一部署
下，市文化馆迅速组织 12名党员干部及部
分职工组成“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伍，由
市馆总支副书记杨知非带队，赶赴白水湖
公园至浔阳区中级人民法院沿街边人行道
路段，开展铲雪除冰志愿活动。

15时 30分开始，大家顶风冒雪，手持
铁锹，为市民铲出一条安全之路。至17时，
沿线人行道路面的冰雪已清除干净。

市文化馆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铲雪除冰活动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1月27
日清早，浔阳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雨雪冰
冻天气区直单位包挂路段铲雪抗灾活动。

当天正值周六，浔阳区教体局 50余名
工作人员在局长曹俊云的带领下，早早来
到甘棠北路，奋力挥锹铲雪，此时头上的雨
雪仍下个不停，地上的积雪已冻，铲起来就
像“蚂蚁啃骨头”，格外费力。但是大家你
追我赶，一鼓作气，一上午的时间，硬是将
路侧厚厚的积雪铲得干干净净。有的居民
送来热水，许多路人纷纷拍照点赞。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当天，浔阳区各
区直单位全体工作人员个个不畏严寒，清
扫路上的积雪，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浔阳区直单位齐上阵
义务扫雪获点赞

本报讯（徐治方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高速交警直属二支队第六大队为保障群
众出行，积极联络业主单位对辖区九绕高
速和都九高速进行铲雪除冰作业，对道路
进行安全渠化，在桥头设置安全提示标
志，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1月27日上午，该大队民警在巡逻过
程中，发现1对江苏籍货车驾驶员夫妇因
为车辆故障，被困在辖区星子北收费站两
天两夜。了解到情况后，该大队组织人员
立即为驾驶员夫妇送去了方便面和热水，
缓解了当事人的燃眉之急。

车辆被困收费站 交警送热水暖人心

本报讯（刘建平 张建 浔阳晚报记者
高明磊 余超）1月26日一大早，为保障前来
办事市民及出勤队员进出安全，市执法局
开发区大队队员纷纷自发找来铁铲，冒着
寒风，将大队大门前台阶上的冰雪及时铲
除干净。

九方购物广场是我市较大的休闲购物
中心，人流量大，为了给来这里购物休闲的
市民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出行条件，26日
下午，市执法局督察大队停管中心组织共
享单车运营商对长虹西大道九方附近的人
行道上的积雪进行清理。对该路段影响行
人安全通行，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进行规
范整理。大家手拿铁锹、扫帚等工具，扫的
扫，铲的铲，干得热火朝天。经过两个多小
时共同努力，道路两侧的积雪被清扫干净，
被风吹倒的共享单车重新有序停放，为附
近群众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1月28日上午,市执法局八里湖大队开
展“扫雪除冰、力保市民出行畅通”的行

动。当日9时，20余名执法人员纷纷拿起铁
锹，对八里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入口处及长
虹西大道（水岸莲花至金鹏城段）的积雪、
冰冻进行铲除。大家不顾天寒路滑，冒着
凛冽的寒风，撸起袖子、拿起铁锹埋头就

干，以实际行动践行争做新时期“最可靠、
最可敬、最可爱”城管执法人员的诺言。经
过几个小时的辛勤劳动，城管执法人员为
市民开拓了一条洁净安全的道路，得到过
往市民的一致好评。

市执法局扫雪除冰，保市民出行畅通

本报讯（龚雪 谭艳红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连日来，受持续低温降雪影响，九
江城区路段路面结冰，造成交通不便，严重
影响过往车辆、居民的安全。为确保道路
通畅，给群众创造良好出行条件，滨兴街道
全体机关干部、社区干部及青年志愿者100
余人，上马路、进小区除雪铲冰。

天寒地冻挡不住大家铲除冰雪的热
情，大家纷纷挥动手中的铁锹，劳动的笑声
和铲雪之声此起彼伏。在大家共同的努力
下，终于将几条主要出行道路上的积雪清
除，同时也对小区压弯的绿化树木积雪进
行了清扫，为居民出行提供了方便。

滨兴街道党员干部齐上阵
上马路、进小区除雪铲冰

经开区组织和人力资源部
打通10处通道、5个站台

本报讯（严茂勇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
为落实“保平安、保畅通、保民生”铲除冰雪
责任状，1月 27日，接到号令后，九江经开
区组织和人力资源部第一时间迅速通知到
每一名党员干部，并派人购买扫把、铁锹等
清扫工具。因为是周日，有些干部家住县
城，为响应号召，大家冒着严寒前来参与扫
除冰雪活动。在九瑞大道昌平花园到移动
公司路口，看到有工作人员上门帮忙扫雪，
许多门面业主和商家也积极参与到其中，
帮忙扫雪。1月 28日一大早，该部工作人
员再次走上街头，来到划定的片区扫雪。
经过接连两天的齐心协力清除，打通了 10
处通行道、5个站台，辅道基本打通。

执法人员铲除积雪执法人员铲除积雪。（。（浔阳晚报记者浔阳晚报记者 徐田刚徐田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