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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聚焦

■ 本报记者 刘袭 王培琳

在省人力资源市场4月23日举行的
今年第六场综合大型人才交流会上，记者
调查发现，网络销售和程序员等网络技术
人才，尽管企业招聘时开出的月薪高达
8000元至1万元，但仍然难招到合适的人
才，有些网络企业摊位无一人报名应聘。

企业转型急需网络技术人才

海南和宇运贸有限公司是一家船运

企业，在全国海运业低迷、海运企业亏损
的状况下，去年收入翻番。其成功摆脱
困境的原因是转型“互联网+航运”，创建
海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一个面向
企业的B2B平台——“超级船东”，以信
息化为手段，搭建大宗干散货船货配载
交易和协同的交易平台。

“海旗网络科技公司 2014 年创
建，上线仅 11个月，就覆盖全国 70%
的干散货船东，帮助船东达成2.5亿元
航运交易。”和宇运贸公司行政人事部
的赖飞云说，企业快速扩张急需网络
技术人才，开出的月薪在所有招聘企
业同类人才中是最高的，招聘程序员
月薪高达 1 万元，软件测试员高达
8000元。“这两个高薪岗位，都无人报
名应聘。”

海南微盟招聘程序员，月薪最高
6000元。负责招聘的高贤告诉记者：

“程序员等网络技术人才很难招到，今
天无一人报名应聘。在网上招聘，也半
个月不见一人投简历。”她认为海南给
网络技术人才的工资偏低，造成这些紧
缺人才流向内地。

网络销售人员难招流失率高

海南鑫网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是百
度在海南10多年的唯一代理商，其营销
服务中心的一位总监冯善芯守摊招
人。他告诉记者：“人事部门忙不过来，
我自己上阵招人，网络销售人员实在不
够用。”他要招20名网络销售人员，开出
最高月收入8000元，但临近上午11点

钟，尚无一人报名。
冯善芯负责开拓海南市县网络市

场，“我发现海南市县网络市场开发潜
力很大。”他在文昌、琼海和儋州等地开
拓市场，把工艺品、食品推广到东南亚
市场，把旅游房产推广到我国西北、东
北市场。他说：“90后不喜欢网络销售，
愿意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但不愿打电话
或拜访客户，怕被拒绝，怕加班辛苦，怕
没有业绩心发慌。”

应出台引进网络人才优惠政策

海南人才市场网络人才紧缺已是常
态。省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吉成尧分析
说：海南此类人才需求量较小，外地来海
南求职的网络人才较少。网络人才在北

上广等地区薪资水平比较高，海南的薪
资水平较低，没有竞争优势，海南大部分
此类人才都流往内地城市。

短期看，吉成尧建议，网络企业通
过技术外包等多种形式缓解人才缺乏
状况。赖飞云说，公司对有的短期项目
实行外包，但有人才的话，更愿意自己
员工做，对项目有感情，更了解情况。

长期看，吉成尧认为，网络企业和
学校应加强校园合作，海南的大专院校
需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合企业需求的人
才，网络企业加强校园招聘，

一些企业希望政府部门制定海南
互联网企业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提高
网络人才的薪资水平，增强海南对网络
人才的吸引力。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加速，但人才远跟不上企业需求的步伐

月薪万元难求网络技术人员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林少川）今天是第31个“全国儿
童预防接种日”。我省在海口市卫生幼
儿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据悉，我省各
类疫苗接种率达95%以上，维持无脊髓
灰质炎状态，实现消除麻疹目标，通过
接种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发病率已降
至历史最低水平，合格疫苗规范接种后
严重异常反应概率极低。

据了解，免疫规划可预防疾病已经
扩大到“14种苗防15种病”。我省适龄

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始终维持在高水平，
各类疫苗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有效
地保护了广大适龄儿童的身体健康。

据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疫苗接种，我省预防的传染病发病率已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我省自1993年5
月31日发生最后一例脊灰野病毒病例
后，至今已连续23年无脊灰野病毒感染
病例发生；连续9年将麻疹发病率控制
在全国最低水平，并实现消除麻疹目标；
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HBsAg）平

均携带率降到1%以下，较1992年下降
了92.7%。

据了解，最近经过我省卫生部门
和药监部门排查，没有发现问题疫苗。
省疾控有关专家介绍，整体来说，疫苗
的安全性是可靠的。

“疫苗是一种特殊的药品（属于生
物制品），由于疫苗本身的特性及受种
者个体因素，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在所
难免，任何国家也无法避免疫苗接种异
常反应。”专家表示，合格疫苗实施规范

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很低，严重
异常反应概率仅为1/100万-1/10万；
多为一过性的不良反应，常见为局部红
肿、硬结，发热、过敏性反应。不伴有其
他不良反应的，通常自己在家可以对症
处理或咨询医生处理，多喝水，照顾2-
3天就好了，对孩子的身体不会造成影
响；如果高烧或发烧两三天还不退或伴
有其他异常反应，家长应该引起注意，
立即报告接种单位并带孩子到医院检
查、接受治疗。

我省各类疫苗接种率超95%
通过疫苗接种，我省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销售保健品、白酒

海口一理发店
被取缔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郭萃 特
约记者陈安宇）门口招牌上写着理发店，
店铺里面却卖着保健品和白酒等物品，不
仅如此，该店还无证经营，且对于“双创”
整治要求也极不配合。今天下午，海口市
龙华区相关部门开展“六小”场所联合执
法，取缔了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阳路4-1
号的“天天时尚造型”理发店。

龙华区工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开
具了市场巡查（预警）通知书对其进行
取缔，食药监部门的执法人员也对店内
的保健品和白酒等物品展开了调查。

海南工商重拳打击
非法金融活动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记者宗兆宣 通讯
员 陈术颖）省工商局决定从4月21日至12月底
在全省开展整治互联网金融广告及以投资理财名
义从事金融活动风险的专项行动。

据了解，本次行动主要对全省大型门户类网
站、搜索引擎类网站、财经金融网站、房地产类
网站以及P2P网络交易平台、网络基金销售平
台、网络消费金融平台、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
筹融资平台、网络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金融类，
以及金融企业自设网站发布的违法广告进行重
点整治。

省工商局要求，非金融机构及不从事金融活
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使
用“交易所”、“交易中心”、“金融”、“资产管理”、

“理财”、“基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财富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网贷”、“网络借贷”、

“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支付”等字
样。凡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选择使用上述字样的
企业，工商部门将把相关注册信息（包括存量企业
信息）及时告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工
商部门对相关企业予以持续关注，并将相关企业
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及时发现识别企业擅自从事
金融活动的风险，视情采取整治措施。

乐东开展关爱
地贫儿童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启
动了“呵护贫孩，爱贫行动”慰问活动。4月24
日，由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关爱地
贫志愿服务队10多名志愿服务人员走村入户，开
展为“地贫”儿童献爱心活动，为全县18名“地贫”
儿童及其家庭送去慰问金及总价值4万多元的各
类学习用具、家庭生活用品，并为“地贫”儿童进行
了身体健康检查。

地中海贫血是不完全显性的溶血性疾病，属
于可防难治的遗传性病。一名地贫患儿，正常情
况下每月都要进行输血和除铁治疗，每月各项费
用开销少则1000多元，多则花费上万元。

儋州警方共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59人（含协外194人）

刑拘犯罪嫌疑人165人

打掉地域性职业团伙32个

端掉窝点43处，侦破电信诈骗案件197起

缴获赃款188万余元

冻结赃款200多万元

收缴手机252部、手机卡114张、银行卡302张、电脑65台、小汽车30辆、自制枪1支等物品

通过协作平台，儋州关停涉案电话号码3527个，报停银行账号683个

打击治理
典型网络诈骗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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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廖伟生）在大规模打击行动之
后，针对犯罪嫌疑人逃到野外实施电信
网络诈骗的特点，连日来，儋州多个工作
组以“歼击战”对“游击战”，深入乡镇农
村进行地毯式搜索排查。

2015年8月14日集中开展打击行
动以来，儋州警方共抓获电信诈骗犯罪
嫌疑人359人（含协外194人），刑拘犯
罪嫌疑人165人，打掉地域性职业团伙
32个，端掉窝点43处，侦破电信诈骗案
件197起，缴获赃款188万余元，冻结赃
款200多万元，收缴手机252部、手机卡
114张、银行卡302张、电脑65台、小汽
车30辆、自制枪1支等物品。通过协作
平台，儋州关停涉案电话号码3527个，
报停银行账号683个。

在取得阶段性战果基础上，儋州对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进行再部署、再
誓师。

据了解，儋州明确了下步打击治理
重点。一是重点打击11类违法犯罪人
员：机票退改签、网购平台购物诈骗、中
奖信息诈骗等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境
内外诈骗窝点的组织者；非法获取、出售
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人员；发送诈骗
信息、拨打诈骗电话的人员；为诈骗团伙
招募员工的人员；开发、制作、发布恶意
手机木马程序、网络投资虚拟交易软件
的人员；为诈骗团伙提供网络改号平台
的人员；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伪基
站”，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无线屏蔽器、

“黑广播”等器材的人员；非法买卖银行
卡的人员；其他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人
员。二是重点规范九项违规行为：违规
出租电信线路的；违规批量办理、非实名
办理手机卡、上网卡的；违规办理、使用

“400”“一号通”“商务总机”等通讯业务

的；使用非实名手机卡、上网卡、宽带线
路的；违规批量办理、非实名办理银行卡
的；使用非实名银行卡，以及人卡分离、
境外使用的；为诈骗团伙提供POS机套
现的；提供银行卡给他人实施电信诈骗
的；其他违规行为。三是划定重点整治

地区，包括那大、南丰、兰洋、木棠、和庆、
中和、峨蔓、光村镇，以及西培农场、西联
农场。

儋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易向阳介
绍，为了增强打击实效，该市推出系列
突破性举措。诸如，落实“三个一律”，

即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一律不得取保
候审，对涉案财物一律追缴，对犯罪分
子一律依法从重判决；对重点区域流量
异常的 IP及手机号段，发现一天外省
打入15个以上电话的，视为诈骗可疑
卡；重点地区的ATM机在下班时段实
行限额出款，每张卡每次最高出款500
元，每张卡一天内领款上限为2000元，
每个ATM机在下班时段存放金额不
超过5万元；根据犯罪团伙取款人惯于
伪装的作案手段，银行网点建立ATM
取款机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定期搜
集违规使用的POS机终端信息，并将
违规使用商户持有的 POS 机终端撤
机，列入黑名单；制作公布涉嫌网络犯
罪网上在逃人员信息扑克牌，把儋州籍
网上在逃人员的相关信息制作成扑克
牌，并向社会发放。

“实行捆绑责任制，对整治不力、成
效不明显、犯罪活动依然猖獗的地区，对
相关责任人予以严厉问责。”儋州市委书
记严朝君说。他强调，要突出“三个着
眼”，提升“三个能力”：着眼于“拿得下”，
提升打击整治能力，做到快侦、快捕、快
诉、快判。着眼于“控得紧”，提升源头监
管能力。在打击治理重点村，开展“无诈
户”评定工作，颁发“守法诚信户”牌匾，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着眼于“听得懂”，
提升宣传防范能力。实行重奖举报制
度，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群防群治中来，
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作为一场“人民战
争”来打。

儋州松鸣边防派出所
连破入室盗窃案9起

凭现场一只脚印锁定“梁上君子”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陈得能）儋州市松鸣边防派出所今天传出捷
报：该所根据现场遗留的一只脚印，一举连破9
起入室盗窃案，并在斗智斗勇中将犯罪嫌疑人
抓获。

从今年2月起，儋州市松鸣边防派出所辖
区“西海岸”住宅小区，频发夜间入室盗窃案
件。该所民警经过走访和勘查，发现被盗住户
均因门锁未反锁才被开锁“高手”进入行窃。有
意思的是，留在案发现场的一只赤脚脚印，第二
根脚趾明显长于其他脚趾。由此，该派出所对
系列案实行并案侦查。

3月31日凌晨4时许，“西海岸”一位住户报
警称：有人开他家大门的锁，被发现后逃跑。

报案人描述，犯罪嫌疑人是一名身着迷彩
服短发青年男子。民警到场后，联合保安在该
单元各楼层一一搜索，未果。

为了引“蛇”出洞，该派出所民警假装撤退。
6小时后，从单元门口走出来一名身着迷彩服裤
子的青年男子。民警跟上去欲对其盘查时，这名
男子撒腿就跑。一路追跑了六七公里，该名男子
累趴在地上，终于被民警擒获。

经突审，该男子交代，他名叫符某股，对盗窃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王海 林昌）近日，海南省军区驻儋某部迎来
一群“客人”，驻地新世纪幼儿园近400名小朋
友，在老师带领下开展“走进军营，播下梦想”为
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

小朋友们来到“德园”国防教育基地，该部
特务连女兵原庆洁进行了详细讲解，小朋友不
时争相发问。

该部“德园”于2015年9月被省政府确定为
国防教育基地。据了解，早在1957年1月，朱德
元帅曾到驻儋某部视察。为表达对朱德的深切
怀念和敬仰之情，2011年该部修建了朱德纪念
亭，此后陆续建起了中心广场、钓鱼台等景点，全
称为“德园”。“德园”设有军史、生产、民俗等5个
主题区。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以来，该部利用
国防文化资源优势，为地方开展军事日、教学培
训、理论授课，直接受教育者共1万余人次。

随后，师生一行走进该部高炮连荣誉室，了
解部队在战争年代的奋斗历程。“解放军叔叔太
帅了，长大后我也要去当兵。”一个小朋友说道。

落实“三个一律”突出“三个着眼”提升“三个能力”

儋州誓师严打电信网络诈骗

儋州开展“走进军营，播下梦想”活动

娃娃进军营 立志要当兵
儋州打击电信诈骗誓师大会大巡查。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制图/孙发强

2015年8月14日集中开展打击行动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