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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今天!记者从
三亚市公安局获悉!该局日前成功破获一起
因装修矛盾引发的故意伤害案!!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已投案自首"

经查!伤者邵某等人于今年 "月底租下
河东路某铺面准备经营 #$%!并于 &月份开
始装修" 此前!陈某等人已租下一楼一间铺
面经营家具城!与 #$%一楼大厅一墙之隔!

两家同时装修"

但在装修过程中!#$%二楼卫生间的水
渗漏到了一楼家具城内!导致该家具城已装
修好的天花板和墙损坏"而家具城的牌匾过

大!将 #$%二#三楼部分楼面遮挡!从而引
发双方不满"

'月 '日中午 ()时 !*分许! 双方再次
因为渗漏现象发生矛盾! 引发故意伤害案
件!致 +人轻伤"

在获取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专案组迅
速锁定主要犯罪嫌疑人并上网追逃"

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压力! 犯罪嫌疑
人陈某#陈某康#陈某强等先后向警方投
案自首"

目前!!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警方正在加大追捕力度!争取早日将李
某等其他涉案在逃嫌疑人抓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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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56"今天上午!东方
市八所镇二环南路福民小区$,区%的篮球
场上人头攒动!大家手握户口簿和身份证!

整齐地排着队!依次参加东方城区第三#第
四期廉租房抽签分房"

&住了半辈子别人的房!现在终于要有
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岛西林场的文德其兴
奋地说!他们一家 -口人目前租住在 (*多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自己和妻子靠打零工
养活两个读初中的小孩! 如今总算有了一

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

据了解!两天前!一部分孤#老$.* 岁
以上%#病$重大疾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众!

还在东方市房管部门安排下优先选择了底
层房"

记者来到身患疾病的苏女士家! 只见
她正在打扫新房间" 她告诉记者!丈夫几年
前去世后! 她和 /*多岁的婆婆#0!岁的儿
子一起生活" &几次做手术已经花掉了家里
所有的积蓄! 感谢政府让我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家!帮助我与病魔斗争" '

据东方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工作
人员介绍! 东方全市现已建成廉租房 (++-

套!总建筑面积约 &1)万平方米" 本次第二
批廉租房抽签分房!共涉及 )//户群众!每
户住宅面积为 "2平方米"

东方市委#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阶段将加紧进行下一批入住廉租房
的附属设施安装及分房准备工作!确保在
春节前进行抽签!让困难群众能在新房中
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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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美兰区了解到!美兰
区为全区的村$居%计生员#农村困难独生子
女领证户和农村二女节育户夫妇#子女缴纳
了保费!这类农民在遭遇意外伤害后!将得
到意外伤害保险的理赔保障"

日前! 美兰区人口计生委拨出专款为
该区各镇村$居%计生员#农村困难独生子
女领证户和农村二女节育户办理计划生育
系列保险中的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

险#计划生育专干意外伤害保险两个险种"

此举将使村$居%计生员#农村困难独生子
女领证户和农村二女节育户在遭遇意外伤
害后有所保障! 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婚育观
念的转变"

据悉!该区共为 "'名村$居%计生员办
理了计划生育专干意外伤害保险!每人每年
参保费 03*元(还为 +**户农村独生子女领
证户和农村二女节育户子女在中小学就读
的困难家庭办理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
险!每个家庭每年参保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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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借助媒体平台发布退费公告#

增设退费受理点#开通咨询电话#推出异地
办理业务#拟开通网上申办退付系统))连
日来!我省交通规费征稽部门采取多项措施
方便车主办理重大节假日小客车免征通行
附加费退费手续"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局长熊
志洲今天向记者表示!全省征稽机构本月内
双休日不休假!照常办理退付业务"

今天上午!记者在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海
口分局看到!大厅内设有 +个咨询台和 !个
退费申请办理窗口!前来办理退付申请手续
的车主络绎不绝" 据了解!!天来我省共有
+/*&名车主提交了退费申请!其中海府地区
为 (/(-人"

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副局长谢玉亮介绍
说!为方便车主申请退费!省交通规费征稽
部门采取多项便民措施*通过报纸#电台等

各种媒体发布退费公告! 做到家喻户晓(增
设退费受理点!方便车主"目前!全省共设 ++

个退费申请受理点!其中海府地区 -个"

此外!省交通规费征稽局还在媒体上公
布该局网址 444156789:;77<=6! 并开通热线咨
询电话 &/&3&3&3!方便车主访问#查询" !天
来!全省共有 !.33多名车主从网上下载+海
南省重大节假日汽油车辆机动车辆通行附
加费退付申请表,"

&我们也正想方设法简化退付申请办理手
续!与技术部门开发网上申报退费软件!目前正
在调试中!预计再过 03多天可正式运行!届时
车主点击电脑鼠标即可轻松办理退付申请"'省
交通规费征稽局技术科科长崔振海说"

谢玉亮表示!交通规费征稽部门还推出
了异地办理业务! 车主可就近提交退费申
请!&车主也可委托他人代办! 但车主姓名#

身份证姓名和银行账户名称须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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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FGH

&有一只燕子在空中流浪!找不到自己
落脚的地方))' 用这首歌来形容当下一
些长期飘荡在招聘场上寻寻觅觅的求职者
来说!或许很合适" 他们频繁地跳槽!总是
在寻找下一个机会! 成为了招聘会场上的
&老面孔'"

如何能找到一个职业岗位安定下来-

过来人建言*定下心来!在一个行业工作两
年以上才考虑&往高处'走(认识自己的长
短处!明确职业规划!有目标地寻找工作!

&与其用一年来找工作!不如工作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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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省人力资源市场人才秋博会首
场招聘的日子!0.0家企业提供了 "0)-个
岗位" 刚过 '点! 招聘会场就已经人头攒
动! 大量毕业生和节后想换工作的求职者
满怀希望而来将会场挤得满满当当"

一番忙碌下来! 结伴而来的吴小姐和
赖小姐脸上写满了失望" 吴小姐说!&招聘
的行业大多是制药#房地产和酒店!可选性
太少" 另外企业提供的薪资普遍太低!有些
只有 0)33元到 0"33元" '

她们大专毕业!已工作了好几年!吴小
姐最近刚刚辞掉第三份工作!而赖小姐更是
频繁地跳槽!她说已换了不下十多份工作"

赖小姐之前还当过办公室主任! 但她
还是很快放弃了!&办公室主任头衔很大!

工资却只有 0&33元! 但是要管的事很多!

像社保#财务呀都要负责!一天忙到晚" '

学服装设计和旅游管理专业的她们!

想从事销售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希望是主
管级别!薪资待遇在 )"33至 !333元之间"

今天!吴小姐一份简历也没投出!赖小姐投
了一份!但是&我投简历时听到对方说工资
不是很高时!心里咯登了一下!后悔了" '

今天!记者随机采访了五六位求职者!

其中四个人有跳槽三次以上的经历" 有的

人因为人际关系而跳! 有的人因为企业没
有节假日而跳! 但最主要的跳槽原因还是
薪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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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挑选人才时!看重什么呢- 海南
博大兰花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招聘的李女士
说*&在与求职者交谈时!我发现不少人谈不
出自己的长处!并且职业规划不明确!不知
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适合干什么" 这就让
我们很为难" 不知道招他进来是否合适" '

李女士说! 企业青睐有明确职业规划
的人!这样的人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克服!

能很快提升能力!也不会轻易辞职"

此外! 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是企业十分看
重的"卢同学在网上用笔跟人交流时!思维敏
捷!应对自如!但在现场招聘中却被人所拒!

认为她不适合做销售" 所以她很想找一份网
络营销的职位!可惜这样的职位却不多"

北京环球雅思教育集团华南区副总莫
先生面试求职者的方式与众不同!他说!他
会让求职者不断地起立坐下! 坐下起立!

&从这个过程中! 我观察求职者的眼神#心

态和态度!能力弱没关系!可以培养!心态
则不一样!负面的心态会带来负面的情绪!

让整个团队.生病/" 积极向上的人!会是我
们欢迎的对象" '

&我们的海口分校校长!一年前还是海
大的毕业生!他有机会!你们也有这样的机
会" '今天招聘会场上!莫先生的话非常富
有感染力!他收到了厚厚一沓简历"

针对 '3后的频繁跳槽! 莫先生说!公
司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3后从小受父母溺爱!在大学里又没
有学到融入社会和抗压的能力! 在职场上
表现浮躁并不奇怪" 企业在用他们时!首先
要在工资上给他们解决租房吃饭问题!另
外得有师傅带!进行第二次培训" 企业要投
入!也要付出" '3后是可以雕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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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今天的招聘会上!招聘职
位统计位于前三位的是销售#财务和行政"

这三个职位市场需求量大!求职者众多!但
跳槽率最高"

&为什么有些人工作找了四五年!仍在

基层干!关键就是他们跳得太频繁" 任何一
个行业!最起码要工作两年以上!你才能深
入进去!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否则只能学到
皮毛!所以!你只能横向地跳!不能专业地
往上跳" '省人力资源市场主管吉成尧说"

吉成尧曾在两年内换过五种工作!干
过文秘#新闻公关#广告销售和记者等多种
职业" 两年多以前!他回到海南!扎根做了
人力资源行业!去年 '月升为主管!时常到
大学里给学生做职业指导" &不要频繁地跳
槽!你的能力不提升!去到哪家公司都差不
多!最起码做到两年以上!有了一定的话语
权!才有可能去竞争更高职位的工作" '

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工作人员说!每
一场招聘会! 他几乎都可以看到好几张熟
悉的面孔! 他们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人才市
场上!成了招聘会的忠实&粉丝'" 但是!频
繁跳槽难跳出新天地! 对此他建议*&求职
者心不要太高!先确定一个小目标!一个三
五年可以奋斗出来的目标! 这样也许反能
激发出上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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