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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盈盈童装
外贸业务员、业务理单、业务
报价、打版师、版房主管、人事
专员、设计师、采购专员、单证
专员、组长带组承包。王先
生 15960202966

诚招
招熟练商务样衣工
13850787298

招聘
华力投资公司主营理财，零首
付购车，高薪诚聘接待员，业
务员88669989

诚招合作
寻求服装加工厂，有充足的货
源。联系电话：13805940568
13905969058

诚聘
招专业女装打版
15959582086

诚聘
布行仓库统计男本地、搬运
工、服装城业务员、布行店员、
司机（本地男）、英语翻译
15959992777

下兰厂
招领班看机查补打线
18965791091

诚聘
靓仔样衣工18050850806

布行
外派广州女文员
18859588222

诚聘
休闲裤平面设计二名
江苏常熟15150369218王

诚聘
有经验会计13506932932

诚招
国内贴牌休闲裤，
业务理单（兼采购）
辅料仓管13675960989

豪腾服饰
后道承包、副裁2名
13599285828

招聘
休闲裤车间主任1名，后道验
收3名，成品裤仓管1名
13799533888

巴啦岛
针织服装车间管理，设计
保姆，送货司机13788811519

诚聘
丰田车驾驶员（B1证泉州本
地优先）15959520801
高薪诚聘家庭厨师
13799888016

诚聘
翻译1名，设计助理1名，会计
15985956566

诚聘
针织童装电脑设计，样衣工
88990862

诚聘
样衣工、跟单、文员、普工
13808505583

卓诚自动化
设备装配，文员秘书
机械设计，电路安装
网销，业务15959581871

永联制衣诚聘
仓库面辅料各1名，车间发货
针织车间承包
8860236015980003502
地址：永宁镇黄金大道99号

诚聘
商务男装样衣工165元/天或
底薪+提成。组长（承包）
13959922077

招工
金属业务员。纸箱厂业务
员。锌合金烧炉，以上全部需
要经验18120656322

诚聘
布料后整理仓管，保姆，货车
司机，搬运工
13905951577

艾尚数码
手机销售、前台收银
18659705888

诚聘
带小孩保姆13905071693

富城
外贸业务员，平面设计
文员15259553333

急招
五金厂本地司机、文员、会计
各一名 13808502367

诚聘
休闲裤平面设计2名！样衣
工1名13225005188

诚聘
商务男装设计兼打版、发货
88858484

诚聘
招会计13805919939

诚聘
五金女统计员，开票员
15860553888

诚聘
轮转师做水洗标
13808522875

诚聘
女会计1名，女文员1名，淘宝
客服2名，天猫店长1名。
联系人：刘小姐13489329754

伊力堡
本厂长期生产靓仔裤，诚招流
水带组，整件组
联系人：18659845025

布行诚聘
业务员：本地有经验优先
13506932890

松好牛仔
诚招平面设计、流水组长
13805953928

招聘
布行有经验女文员
13905960278

诚聘
资深国内女童装设计师，样衣
工，会计，翻译18650677955

休闲裤
文员13805952806

诚聘
货车司机83037722

波圣顿招聘
行政经理、设计、本地会计各
1名 13905959221

多彩童装
后道管理、质检18759933703

双保龄服饰
诚聘车间主管（整件带工人）
13905061069

彩印厂
诚招吊牌裁纸师傅一名
13960382929

诚聘
服装厂会计，文员
15059829888蚶江锦亭

急招
服装后道男工 、包装工
13645996420

诚聘
门卫（夫妻）、品质检验工
13788855532

诚聘
小车司机13788830010

诚聘
副裁、后道主管、包装、拉布、
跟单18965789119

诚聘
淘宝客服、衬衣平面设计
15260393888

亿锋通讯
手机维修师傅、销售员
13599156088

常年招收三至六周岁幼儿
聘幼师、保育员
鸿山园88920222
凤里园83159222
灵秀园88960666
蚶江园83663222

10年办学老品牌就业率100%
首创理论+实践教学模式
开设服装设计打版；
淘宝美工运营
13675930035QQ11293312

收购
布料●服装●辅料
13959966778

高价
收购布料，辅料，服装
13774880458

转让
小型服装整套设备转
13905061180

公司
收库存服装15659883706

高价
回收各种布料●服装
13600790609

布料●服装●辅料●拉链
胶袋●织带●棉纱●松紧带
五金●铜扣●橡筋●化纤布
手提袋等一切库存
13626059766陈

服装★布料★织带★花边
橡筋★拉链★衣车★合金
铜扣★铜拉链★手袋料
胶袋★线等存货
18960456866

长期收购各种布料●辅料
拉链●胶袋●织带●松紧带
棉纱●五金●铜扣●化纤布
等一切清仓库存货。
88626617傅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双飞3日
游
3月每天发团
日本大阪名古屋五日游特价
4180元每周六发团
假日濠江路：83973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濠江海鲜
酒楼内侧）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日韩十日游特价7999元
泰国双飞六日特价游1980元
晋江到香港往返特价机票
580元起 电话：83007598

《石狮环球国际旅行社招商加
盟门市部》国内外飞机票，
国内外旅游，世界各国签证，
加盟热线：15060936666

环球国际旅行社，国内外飞机
票，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
国内外旅游，各国签证，
环球八七路：
83012222-83012666，
环球宝岛中路：
83935888-27177777

佳家
钟点家务 钟点餐
88820380

顺风
疏通钻孔，改管换管
1327507119713788834546

女68年未婚88593178

兹有石狮市峰杰贸易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
号码：350581006213，车牌号：
闽CVH656，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国旅 顺兴航空票务

高价收布13960344666

遗失声明

家政服务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旅游

假日国旅

环球国际旅行社

环球国际旅行社

二手市场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现金收布88660049

婚介服务

自由风度技能培训学校

石狮市青苗幼儿园

诚聘年薪10万私人司机
年薪10万(不含奖金,包食宿),1.
技术娴熟;2.熟悉石狮、晋江、泉
州路线;3.记性好对路线敏感;4.
吃苦耐劳,反应灵活;5.闽南籍
贯。退伍军人、有从业经验者优
先!陈小姐 15260453778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传真：88796808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汇款账号：6212261408009018213 中国工商银行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地址：八七路1582号（工商银行总行斜对面）

版块类:规格为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类广
告标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固
定电话、泉灵通算四个字,手机算六个字。
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
次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人才市场

彩印厂诚聘
模式带切纸工数名,烫金带压
痕工数名,男普工数名,印刷机
助手数名,糊时装盒工数名(夫
妻优先,可以承包),糊手提袋
工,学徒工(有保底工资),文员
兼会计(女性优先),工资月结。
1390609262513799585980

育英幼儿园急聘
保育员若干名,
40岁以下。

陈小姐:88887084

港亿汇服饰诚聘
外贸业务员2名,生产理单2名,
设计2名,主裁1名,打板1名,样
衣工3名,副裁2名,拉布3名,绣
花工10名,后道承包。联系电
话:13665990000
地址:镇中路温州酒店旁边

三小福服饰诚聘
1.组长(带工人优先);2.车间主
任(带组);3.流水车工(数名);4.
整件车工(若干名);5.总检(8名,
注:有两年以上经验,会完成整
件衣服);6.打版师(若干名);7.
整 烫 包 装 (夫 妻 对)。
1815093200088735888

设计师(女童牛仔裤欧
美风格),外贸业务员(懂
英语),仓库统计,样衣工
13489357777王先生

稳盛童装诚聘

保罗威龙公司诚聘
本公司位于逸海工业园,常年生
产靓仔衣,需要有多年经验的人
才数名:设计打版、验收、样衣工、
主裁、副裁、杂工。流水线车间及
后道包装对外承包。联系人蔡先
生:1505977667788271198

凯舜帝亚诚聘
1、电商运营、推广、美工、
分销主管 各1名。2、会
计1名（女）。3、文员1名
4、休闲裤车裤脚2名
13906991025洪先生
88619972

电 13905983767林先生

百森外贸童装
诚聘外贸设计主管，
设计师，外贸业务员，
打版师，样衣工。

布行诚聘
会计、有经验者优先。
司机
88595095
13358581331施

狼人时装
行政助理1名(女,初中文化
有电脑基础),外贸业务员1
名(女性,英语六级以上,有
相关经验优先),推版1名
(富怡软件),样衣工5名,流
水平车工20名。
电话:13599986821漆先生

星座人男装诚聘
本公司生产休闲茄克，羽绒棉
衣，急招：流水车间主任1名，
会计1名，总经理助理1名，
成品仓管1名，面辅料仓管助
理1名，统计1名，文员1名。
电话：15395953727

彩皇豹童装
国内女童平面设计师数名
(需5年以上经验),裁床主
裁1名(会熟练CAD画版),
成衣检验数名(有三年以上
经验)13808502831

永丰商标公司诚聘
《开发部》平面设计师,仓管
员,跟单文员,送货司机。
联系电话:13799227767
《印刷部》胶印机师傅,烫金
师傅,卷装合格证印刷师傅,
仓管员,普工。
联系电话:13905960223

休闲裤招聘
总经理助理、上拉链、平车工、
打版师、版师助理、辅料仓管、
行政、水电工、打包员、样衣工。
13799227951 15359050317
灵秀创业园二路(17路公交)

奔球服饰诚聘
诚招以下人员:平面设计3
年以上经验,CAD打版及排
版,平车工,杂工,锁边,砍车,
验收,清洁工,门卫,裁剪,仓
管。13850761115
8858153888587538

卓威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跟单,会计,理单,店员,副
裁,拉布,发货,样衣工,验收
(女),设计(欧美),理单跟单(布
行)2名,会计(布行)1名。地
址:宝盖科技园 电话:
8313899515959582006

喜得鹿男裤诚聘
裁床承包、前后片质检、发货、专
机质检、五线、打枣、仓管、成品
仓管、打标、样衣工、服装城男营
业员、设计师、销售、销售内勤。
钟先生:13788816963
林先生:13024870350
地址:石狮市灵秀创业园喜得鹿大厦

摩利思顿诚聘
打版师,样衣工,流水组长,分销专
员,分销主管,外贸理单(懂英语优
先),电商财务统计,市场营销;阿里
巴巴运营,京东运营,天猫运营,可
股份制合作,具体面谈。
1390506268118876532688

汇丰点漆厂诚聘
专业加工,拉链头,商标,
招:五金点漆工,40岁以
下。电话:15259466789
地址:龙湖镇中山街

锦辉纸箱厂招聘
开槽工,打钉工,司机,
印刷工,送货。联系
电话:13805918022

88956638

裕铭服饰
本公司生产外贸针织
服装，诚聘：业务员及业
务助理（各届毕业生也
可）、生产主管，车间主
管。电话：13015819327

诚招合作
使用面积3000m2的大型汽

修厂,位于石狮市中心位置,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现以下项目寻找
有识之士共同合作发展:
一、汽车美容中心
二、汽车维修中心(设备齐全)
三、汽车租赁
四、二手车交易
五、投资担保公司

有远见有魄力的人士,家
诚汽修竭诚欢迎您的加入,共
谋发展,创造美好的明天。
联系电话:13959939231

88889653

猛斯克诚聘
外单业务经理 ,内销助理,统
计,设计师,设计助理,品管主
任,后道点数,成品配货,面、辅
仓管,样衣工(底薪+提成)
电话13788818718许经理

宝富男装
本公司主营：男装茄克、棉
衣。现诚聘：生产厂长，流水
组长(带工人)，平面设计，外
贸业务员，外贸业务经理。
13636983055
15392291688

摩天轮服饰诚聘
面、辅料仓管,后道收货
员,裁床排版算料,CAD打
版,样衣工,验收,理单,设
计助理,销售内勤,文员,杂
工,QC,平车工。
王先生13788807328

信娜服饰诚聘
外贸业务员、业务助理、
设计总监、设计师、打版
报价、理单、验收、车间承
包、面辅料仓管、QC跟单
地址：湖滨隆兴路131号
电话：88730360

诚意招聘
经理、主管、社区驻点员
待遇:双休日,有保险,养老金,
年薪保底12万。要求:大专、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23-45岁
(曾任或现任教师、医生、会计
人员、公务员,择优录取)
联系电话:13959789834

彬仕莱男装
CAD打版师、外贸业务
员、欧美风格平面设计、
样衣工、成品仓管、总检。
灵秀创业园D4幢
13905050803

石狮远达五金公司
折、剪板工,学徒工,二
氧保护焊工,平面设
计,小货车司机(持上
岗证),普工。
13905059758

裤装面料布行诚聘
①会计,女,多年布行做账经验。②文员,女,
能外派,中专以上学历。③内勤,女,18-25
岁,热情大方。④业务员,男,熟悉广州市场。
⑤染整主管,男,熟悉染厂整套生产流程。⑥
染厂跟单,男,有多年染厂跟单经验。⑦仓库
管理,男,初中学历,有责任心。⑧仓库杂工,
男,能吃苦,听从安排。⑨全自动剑杆打样机
操作员,女。⑩仓库搬运工。15960772668

龙中龙服饰
会计(大专),理单员,靓仔设计
师,平面设计,CAD打版师,裁
床主管,样衣工,面辅料仓管,
成品仓管,后道助理,普工,淘
宝客服,司机。
许:13905082234

万里香食品厂
行政主管,会计,包
装女工,肉丁男工。
电话:88702718
13305066923

晶鑫服饰
本公司高薪聘请外贸业务经理
(有独立操作能力的懂英文者优
先!高提成合作方式共赢)、外贸
业务员、业务理单、跟单、开发部
主管、设计师、样衣工、后道承
包、车间承包、品质主管。
联系电话:15059878686
地址:宝盖科技园二期晶鑫大厦

动感一族诚聘
样衣工,厂长,行政,排版,
打版,辅料仓,承包包装,保
安,服装设计,文员,总检,
后道助理,杂工,跟单。
13959889983

鑫鼎服饰
1.做茄克、卫衣、裤子、衬衫
的样衣工5名。
2.男装茄克、卫衣、裤子设
计师3名(有独立开发能力
优先)。待遇面议!
电话:15905922756邹

金羽织造
本公司是大型针织布生产厂家,拥
有先进的大圆盘机,诚聘:1.生产主
管2名。2.单双面及档车工50
名。3.罗纹机档车工5名。4.保全
2名(丰富经验5年以上)。5.验布
员10名。电话:13559586878

地址:石狮锦尚东店

波仕莱恩诚聘
男装设计师(风格:欧美外贸/都市潮流,要能独立开发)、版师(丝绸之路)、
CAD排版算料、样衣组长、样衣工(保底+计件)、平面设计、工艺单处理员、生
产厂长、品管、生产统计、生产理单(面料/辅料)、外协主管、外协QC、辅料仓
主管/助理、布料仓主管/助理、成品仓主管/助理/文员、后道主管/助理/文员
(各2名)、后道总检、裁床计件承包、闽南籍保安、闽南籍会计。 地址:
灵秀创业园D13幢。电话:13788827888林先生 (请于下午时联系、面试)

顺益服饰诚聘
1.样衣工2名;2.合作生产
驻厂加工厂(业务稳定、设
备齐全);3.带组组长数
名。15305959595
晋江永和顺益服饰

培训

相声演员笑林病逝
“笑林广播电台”成绝响

来自北京曲艺家协会的消息，

相声演员笑林因病医治无效，23日

凌晨在京去世。

笑林原名赵小林，1956年2月2

日出生于北京，为中国铁路文工团

相声演员、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笑林自幼喜欢曲艺，3岁时随

曲艺家刘司昌学山东快书，4岁开

始登台表演，后拜马季为师学习相

声，不仅形成了以歌柳见长的相声

表演风格，并充分领悟了马季传授

的捕捉生活的方式和全身心投入

的敬业精神。因相声中独特的表

演风格，被观众誉为“笑林广播电

台”在中国广为流传。

笑林曾连续12年登上中央电

视台春节晚会舞台，表演了《怪声

独唱》《学播音》《攀比》《别挤了》

《招聘》《笑星劝酒》《送春联》《咱也

试一把》等作品。 （新华）

西甲上演“国家德比”巴萨2：1战胜皇马
新一轮西班牙“国家德比”23日凌

晨上演。巴塞罗那主场以2：1力克死

敌皇家马德里，将在西甲积分榜上的

领先优势扩大到4分。

上半时皇马在场面上占得上风，

尽管马蒂厄率先为巴萨打破僵局，但

克�罗纳尔多随后将比分扳平。但下
半时风云突变，巴萨由苏亚雷斯将比

分超出，最终赢得胜利和关键的3分。

开场后皇马有反客为主之势，克�罗
纳尔多的一记射门击中横梁。但定位球

再次成为“白衣军团”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18分钟，巴萨获得任意球，梅西将球开

至门前，马蒂厄小禁区线上头球破网。

内马尔在第30分钟错失扩大比分

的机会，巴西人禁区内的近距离单刀

射门直接打在了卡西利亚斯怀中。皇

马迅速展开反击，摩德里奇接球后直

塞对方禁区，本泽马禁区边缘脚后跟

轻敲，克�罗纳尔多中路跟进，于点球
点附近将球捅入。这也是葡萄牙人本

赛季联赛的第31进球。

半场休息给了被动的主队以喘息

之机。下半时开场不久，阿尔维斯后

场长传，苏亚雷斯拿球后带球突入禁

区，低射远角破网。

进球后的巴萨气势大盛，开始屡屡

向皇马球门施压。尽管卡西利亚斯高

扑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但皇马也已无力

组织起有效反击，最终双方以2：1收场。

本轮获胜后，巴萨在西甲取得22

胜2平4负的战绩，积68分排名榜首。

皇家马德里积64分居于其后。（新华） 苏亚雷斯庆祝进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