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天晴药业集团 2019 届新员工
（南京地区）
报

到

通

知

您好！我们共同期盼的日子即将来临，我们正用心地准备迎接您的到来！为使您能顺利
报到，现将报到的有关事项告知如下，请仔细阅读：
1、报到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

培训报到时间

培训及报到地点

7 月 4-9 日

7 月 3 日 9:00-17:30

大陆桥会议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徐圩新区环湖路 66 号）

备注

注：培训结束后会统一安排车辆送至南京地区（徐庄/顺欣）报到入职。
2、新员工入职信息采集
为了方便新员工入职手续的办理，简化填表流程，请您在 2019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在线
入职信息的填写（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将会影响您入职手续的办理），具体填写方法如下：
（1）微信端：请扫描二维码进行相关信息填写;
（2）网页端：请登陆网址 http://hrinfor.cttq.com/ 进行填写;
（3）因信息采集内容较多，建议使用电脑登陆网页端填写，填写信
息确保完整准确，填写完成后请注意保存；
（4）如您在填写信息的过程中遇到身份证无法扫描上传的情况，您
可以退出主程序直接提交即可。您在填写过程中如遇到其他问题，请及时联系人力资源中心
于老师（0518-86095142）。
3、请在报到时随身携带以下材料，如有缺失会给您入职手续的办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酒店附近无打印店，复印件请务必提前打印好并随身携带）
（1）请随身携带：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 份，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纸上，标注联系电话）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2 份）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彩色近照 1 寸 2 张（免冠、正面、白底深色衣服、背面用圆珠笔写上姓名）
★其他原因无法取得以上材料，谢绝报到！★
（2）户口关系转移：
户口关系自愿转移，不强制要求！
如您需要将户口关系转移至公司，报到时请按以下要求携带相关材料，如办理过程中
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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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公司/部门

办理要求

咨询电话

研究院、科技发展部

a、户口迁到学校的学生，报到时请
携带《户口迁移证》原件及复印件
b、户口没有迁到学校的学生，请自
行办理

人力资源中心
张含西
025-68551802

备注

请随身携带《户口迁移证》原件及
复印件到淳化派出所办理落户。
（3）因学费、贷款或研究生论文正在发表暂缓发证等问题不能按时取得毕业证、学位证、
南京顺欣制药

报到证、档案等，务必请学校开具相关证明;
（4）当您拿到报到证之后，请您确认以下相关信息：
南京顺欣制药的同事请确认报到证是否改派到：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
公司”或“江宁区人才服务中心”；
研究院的同事请确认报到证是否改派到：“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研发中
心”或“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
科技发展部的同事请确认报到证是否改派到：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或“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
如不是，请及时联系人力资源中心张含西，电话：025-68551802。
（5）请随身携带并妥善保管好在校期间的各类证书、证明原件等文件资料以备用。
4、培训报到交通：
无论您乘坐何种交通方式，都请保留好本次行程中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发票，以备报
销，如若发票丢失，我们将无法为您报销相关费用。
（1）交通
您可以选择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方式出行，但需符合以下乘坐标准：
① 火车硬卧：夜间（18:00-次日 6:00）连续乘车 3 小时以上或白天（6:00-18:00）连
续乘车 5 小时以上，可乘坐硬卧。
② 高铁/动车：如您需要乘坐高铁或动车到站，请购买二等座车票。
③ 飞机经济舱（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即可）：
a.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乘坐普通火车或汽车的时间超过 10 小时（不含）；
b.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乘坐动车超过 7 小时（不含）；
c.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乘坐高铁超过 5 小时（不含）；
d.如同一行程的机票价格（含燃油附加费、保险）低于高铁票价，则不分类别，均可
乘坐飞机。
注：以上时间为不包含转车/转机等待时间，飞机票报销请提供行程单（如下图），登机
牌不作为报销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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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火车

抵达站
连云港东站

市内路线
打车至大陆桥会议中心（约 20 公里）

备注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徐圩
新区环湖路 66 号

连云港站
打车至正大天晴新浦厂区（约 4 公里）
待您在正大天晴新浦厂区
（海
连云港新浦汽
打车至正大天晴新浦厂区（约 4 公里）
州区巨龙北路 8 号）111 会议
车总站
汽车
室集合完毕后，
公司将统一安
苏欣快客站
打车至正大天晴新浦厂区（约 2.5 公里）
排车辆将您送至大陆桥会议
连云港白塔埠 乘坐机场大巴至终点站（云台宾馆/汽车总
中心。
飞机
机场
站）
，打车至正大天晴新浦厂区（约 2-4 公里）
注：仅 7 月 3 日统一安排车辆送您至大陆桥会议中心，其他时间请您自行从抵达站乘车至大陆桥会议中心

（2）转车住宿：
途中如因转车需要住宿，请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内容：住宿费，发票一式两张，
请保存好）
转车住宿标准：经济型快捷酒店，费用不超过 240 元。
开票信息
名称：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20000608398264T
地

址：江苏省连云港市郁州南路 369 号

电

话：0518-86095204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分行天晴支行
账

号：431201040003421

（3）返程交通：
培训结束后，公司将统一安排车辆送各位新员工至南京地区（徐庄/顺欣）报到，不需要
购买返程车票。
具体返程时间及乘车地点如下：
返程时间

乘车地点

7 月 10 日 8:00

大陆桥会议中心一楼大厅集合

备注

（4）行程信息采集：
待您购买完车票后，请将您的车票信息通过扫描右侧二维码或点击链接：
https://jinshuju.net/f/zZnry3 进行行程信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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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党员关系转移：
（1）组织关系介绍信：毕业于连云港市内院校的学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开至中共江
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办事处委员会；连云港市以外院校的学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
信一律开至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

（2）组织材料：预备党员的组织材料自带，不要放入个人人事档案，报到后交至公司党
组织；正式党员材料不需要自带，报到后将组织关系介绍信交至公司党组织;
（3）党员请牢记个人的入党日期和转正时间，确保填写党员个人信息表时准确无误;
（4）如您在党组织转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公司工会刘书记（18360361969）。
6、邮寄及相关费用
（1）行李邮寄：如需邮寄被褥，请您尽量在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之间寄出，件数不超
过 4 件，总重量不超过 20kg，
（如行李超重或超件数的，公司将不予接受）。因宿舍空间有限，
行李只允许邮寄被褥和基本生活用品，图书及其他杂物不要邮寄，否则将不予接收;
（2）邮寄费发票：行李邮寄后请索取正规邮寄费发票（不是底单或包裹单），请保管好，
以备报销;
（3）行李邮寄地址（请统一选择顺丰快递）：
邮寄地
邮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顺欣厂区

南京市江宁区福英路 1099 号正大天晴
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

张立利

13770562121

徐庄地区

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8 号研发一区 9 栋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韩爱艺

13915976224

徐庄地区
（临床中心）

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8 号研发一区 9 栋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悦敏

17705172060

备注
邮寄过程中遇到任何
问题，请随时与王丰老
师联系。
（18112915083）

（4）注意事项：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邮寄；邮寄的行李请务必在封面清晰注明姓
名及联系方式，并用白板笔/记号笔将姓名写在包裹外，以便于我们联系确认及后续领取。
7、特别提醒：
（1）请您在 6 月 20 日前填写并提交行程信息，如临时有特殊情况请及时与公司人力资
源中心王丰老师联系（18112915083），否则不予安排;
（2）开具的正规发票是指国家/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查询到的正规票据，并且发票抬头为：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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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地区符合住宿条件的人员统一安排住宿，其他人员不安排住宿，符合住宿条件
的人员请提前将被褥邮寄至公司，如需要咨询住宿事项，请联系与张立利（13770562121）；
（4）培训期间统一发放 T 恤衫，请自备长裤，禁止穿短裤、七分裤、拖鞋参加培训；
（5）培训期间公司将免费安排食宿（请携带少量现金用于缴纳酒店住宿押金）；
（6）培训结束后有盛大的结业晚会，请您提前准备才艺，如有相关道具、服装的，请
随身携带；
（7）您即将成长为职业人，需要用您自己的翅膀直击长空！故请务必自己前来报到，不
得由家人护送。
培训负责人：庞老师（18761398910）

王老师（18112915083）

（扫描二维码，关注“正大天晴招聘”官方微信，及时掌握最新信息）

祝顺利完成学业、旅途愉快！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中心组织发展部
二 O 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学员名单：
此通知适用于正大天晴药业集团研究院（南京地区）、科技发展部、南京顺欣制药的新员工，
详细名单请联系您的招聘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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