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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招聘信息
南海网是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主管，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认定的海南省级重点新闻网站，是

海南“一报一台一网”三大主流媒体之一，提供权威、快捷、全面

的海南新闻和资讯，是海南国有文化企业挂牌“新三板”第一股

（股票代码：870080）。

2018年成立的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是南海

网下属的控股公司,公司拥有服务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自贸港人才网，同时开展广泛的人力资源

服务业务，包含劳务派遣、培训业务、人才测评、高层次人才引

进、人事代理、人才猎头、公共服务外包、企业招聘服务等。南海

网人力致力于全面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人才建设，为用人单位输送理想人才，提高用人单位的用人效率，

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同时为更多的求职者提供就业平台。

现因业务发展，我们需招聘一批有“源”之士加入南海网人

力，共同发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人才事业。在此我们诚挚的欢迎您加入我们——南海网人力!

一、总经理助理（1人）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对外公共关

系维护工作；

2、协助总经理做好公司

外部关系的沟通和协调；

3、协助总经理处理公司

重要来访和接待工作；

4、日常外联事务的联络

以及关系的维护；

5、及时完成领导安排下

来的工作。

岗位要求：

1、女性，大专以上学历，

有驾照且熟练驾驶优先；

2、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

力，沟通能力，优秀的执行

力；

3、有大型企业或者政府

事业单位工作经历优先；

4、年龄 25-30 岁，条件

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二、大客户经理（15人）
岗位职责：

1、开发对接政企事业外包

业务、劳务派遣、招聘外包、承

办等人力资源专业服务等相关

工作，并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网络；

2、制订业绩计划，完成公

司下达的业绩目标；

3、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

制度，处处起到表率作用；

4、制定每日、每周、每月例

会制度，并做好会议记录，定期

上报总监审阅。

岗位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有过营

销工作经验，有过政企业务对

接经验优先；

2、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应变能力、创造性的思维能

力；

3、能吃苦耐劳，能接受省

内出差，有驾驶照者优先。

三、PHP技术员（5人）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各类开发和维护，进

行需求分析和功能设计；

2、协助参与系统的架构设计；

3、相关开发文档的整理与编写，

测试；

4、配合产品经理完成前端设计

项目；

5、根据系统中具体难点问题，参

与针对具体技术难点的技术攻关。

岗位要求：

1、熟 悉 MVC 开 发 框 架 和

thinkphp框架，精通php，mysql开发；

2、熟悉html、css、javascript及

jquery等前端技术优先；

3、熟悉LAMP环境，能在linux

系统下进行开发；

4、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5、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

编码习惯；

6、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文案策划（2人）
岗位职责：

1.负责宣传材料的文

案策划；

2.负责业务方案脚本

编著；

3.负责广告片，宣传片

等文案撰写工作。

岗位要求：

1、2年以上优秀的文

案工作经验，热爱文字，热

爱学习，用文案让策略落

地。

2、有一定的线上线下

活动策划经验，懂设计，善

沟通；

3、综合素质强悍，自信

不作、爱思考能执行、耐压

耐摔；

4、大专以上学历，中

文、新闻、广告等专业；

5、为人踏实，喜欢各种

阅读。

五、美工（1人）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网站的设计、改版、更

新，并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后续跟进；

2、负责公司产品的界面进行设

计、美编、美化等工作；

3、负责与开发人员配合完成所辖

网站等前台页面设计和编辑；

4、参与各产品团队设计讨论，和

开发团队共同创建用户界面，跟踪产

品效果，提出设计改善方案;

5、其他与美工设计相关的工作。

岗位要求：

1、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与创意能

力；

2、网页设计/平面设计相关工作；

3、熟悉Photoshop，Illustrator,

flash,CAD,3Dmax等设计软件；

4、有较强的色彩搭配能力及审美

观念;有良好的视觉创意和网页美工

制作经验；

5、对网站页面设计有独特的见

解、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

六、招聘主管（2人）
岗位职责：1、熟悉产品，分

析同行信息；2、创新业务开发模

式，组建培训团队；3、统筹安排

招聘会等现场活动。

岗位要求：1、大专以上学

历，普通话标准，熟练操作办公

软件；2、两年以上销售经验，一

年以上电销管理团队经验。

七、招聘顾问（10人）
岗位职责：1、熟悉产品，负

责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户；2、

完成客户谈判及签订书面合同，

完成任务目标；3、跟踪服务，及

时解决客户问题。

岗位要求：1、大专以上学

历，普通话标准，积极上进；2、善

于与人沟通，有一定的抗压能

力，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3、

熟练操作办公软件：如WORD,

EXCEL等。

八、会计（1人）
岗位职责：
1、组织编制公司年、季度成本、利

润、资金、费用等有关的财务指标计划，
定期检查、监督、考核计划的执行情况，
及时调整和控制计划的实施；

2、正确、及时、完整地处理账务，办
理现金收支和银行结算等业务，及时进
行账务登记；

3、加强财务监管，认真履行财务收支
审批手续和费用报销制度，正确合理调度
资金，保证日常合理开支需要的正常供给；

4、负责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及专项
基金的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办理固定资
产的购建、转移、报废等财务审核手续。

岗位要求：
1、熟悉国家会计法律法规，地方税务

法规和相关税收政策；
2、熟悉运用办公软件；工作认真、严谨

踏实、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较强的责任心和
团队意识；吃苦耐劳，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一年以上商业会计从业经验，会计、
财务相关等专业毕业；中级会计师以上
职称，专业知识强。

联系人：郑小姐 电话：13697515916 邮箱：1073314168@qq.com 详情登陆海南人才招聘网www.hnrczpw.com投递简历

美国贸易大棒缘何让东南亚担忧？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
闫子敏）对于美方计划宣布对价
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
收关税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1 日表示，单方面威胁和施压
只会适得其反。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有报道说，美方计划于1日
晚些时候宣布对价值 2000 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税率
从10%上调至25%。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近期中美双方是否就

经贸问题进行过沟通？是否讨
论了如何缓和当前中美紧张的
经贸关系？

耿爽说，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的
立场是非常坚定、明确的，没有改
变。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

用。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举动，
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制，坚决维护我们
的正当合法权益。

至于中美之间沟通与对话问
题，耿爽说，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
话协商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我们为此作出的努力和展示的诚
意，国际社会非常清楚。“同时我
要强调，对话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
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规则之
上，建立在信用之上。单方面威胁
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回应美方计划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

外交部：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从产业链角度看，一些东南亚
国家发现，在美国发起贸易战的阴
云下，东南亚无法“旁观”，更不可能

“捡漏”，因为东南亚早已把自己深
度嵌入在全球产业链中。

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美国是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各方
深度参与复杂的产业链生态，各有
分工，各有角色。以手机为例，美
国品牌的手机在中国组装，但许多
零部件是在东南亚生产。美国粗
暴地用加征关税来制造壁垒，只会

一损俱损。
过去15年间，东南亚与美国

贸易总量成倍增长。2013年统计
数据显示，在年收入超过10亿美
元的大企业中，有 227 家把总部
设在东盟国家，其中不乏美国企
业的身影。即便不以东盟为总部
所在地，一些美国企业也在东南
亚赚得盆满钵满，例如，东南亚是
美国福特、通用两大汽车制造商在
全球最重要的皮卡车生产基地。

但这些曾经被东盟和美国津津

乐道的数据，如今都成为被特朗普
政府虎视眈眈的对象。

不久前，特朗普贸易政策团队
中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杰
弗里·格里什放出狠话：“去年，美国
与一些东盟国家存在大额贸易逆
差：越南380亿美元，马来西亚250
亿美元，泰国200亿美元，印尼130
亿美元……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为
东盟做了很多，现在我们需要东盟
为我们付出更多。”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

席经济学家苏迪尔·谢蒂警告说，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将伤及东南
亚，因为东南亚是区域供应链中
的重要一环。一些东南亚经济分
析师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
组合拳有可能会使东南亚中高度
依赖出口的泰国、菲律宾、越南和
高度依赖服务和转口贸易的新加
坡深受冲击，进而给东盟一体化
发展远景蒙上阴影。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
凌朔）

就发展规划看，东南亚担心，美
国试图打破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规
则将危及东南亚各国长期以来谋划
的产业发展模式。

东盟长期以来走的是集体进退
战略，因此，各国在长期发展中逐渐
调整、形成了资源、产业、服务、劳动

力等各领域的互补，基本解决了同
质化发展的陷阱。而世贸体系规
则，一直是东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的参考书。

东盟十国中有七国是世贸组织
最早一批成员，柬埔寨、越南和老挝
也在新世纪后逐一完成谈判、加入

世贸组织。在世贸规则下，东盟各
国在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增加内
需、解决就业等方面获得便利和优
势，找到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发
展模式和自我定位。

对于东南亚而言，打破世贸规
则，等同于撕毁东南亚国家这些年来

发展对外贸易的指导手册。印度尼西
亚财政部长英卓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打贸易战“不符合（中美）双方
利益”。这位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
兼首席运营官认为，对贸易中产生的
差异性看法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来解决，而不是建立关税壁垒。

从宏观理念看，东南亚担心美
国挑起贸易战会破坏东南亚长期以
来坚持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成果。

东南亚是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
作的受益者。1997年亚洲金融风
暴以来的20年，东南亚主要经济体
在推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的同

时，着力打造经济领域的区域联动
功能，实现了区域内自由贸易，有效
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盟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自
由贸易区，明确了以“推进贸易自由
化”为渠道、以“提高区域合作水平”
为方向、以“经济一体化建设”为目标

的发展思路。2015年底，东盟正式
建成东盟共同体，通过了愿景文件
《东盟2025：携手前行》。至此，“共
同进退”成为东盟发展的共同理念。

20多年来，东盟整体跃升为全
球第六大经济体。取得这一成果的
原动力，正是来自多边合作、贸易自

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这三驾“理念的
马车”。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单边
主义、贸易壁垒和经济霸权恰好与
这三大理念背道而驰。一些东盟国
家担心，这可能会破坏东盟长期以
来形成的合力发展理念，引发东盟
内部不团结、不平衡。

近期，美国政府挥舞贸易大棒，引发多个地区和国家担忧，其中包
括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主要经济体中，不少人越来越清晰地预感
到，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东南亚不仅不可能旁观，
而且很可能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牺牲品，东南亚数十年来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中精心打造的产业链地位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

新加坡《海峡时报》、泰国《曼谷邮报》、马来西亚《星报》、《菲律宾
星报》等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近期密集刊发、转载观点类文章，表达对
美国挑起贸易战破坏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担忧，研判贸易战可能对东
盟产生的深远负面影响。

据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记者徐海波、伍
欣）曹学楷，1898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曹学楷是黄麻起义领
导人，鄂豫边红军和苏区创建人。

1927年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起义胜
利后成立的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他在就职演说
中宣布：“现在是劳农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
了。”起义受挫后，他随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转
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7月后，曹学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11军31师参谋长、中共鄂东（后为鄂东北）特委
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鄂豫边红军总预备
队政治委员、中共第1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第4军
11师政治部主任、第13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
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10月，在“肃反”中曹学楷被错杀于
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
为革命烈士。

贸易战破坏发展理念

贸易战打乱发展模式

贸易战伤及产业结构

就在美国对华160亿美元商品加
征关税听证会结束并即将付诸实施之
际，美国又开启了新的威胁施压模式：
近日美方透出消息，考虑将提高对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的税率，从此前的10%提高到25%。

这种一方面继续对中国挥舞贸
易霸凌主义大棒，一方面又释放出
要谈的声音，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
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威胁和讹诈
为筹码，逼迫对手妥协，最大限度满
足自己的利益。只可惜美方高估了
自己手里的筹码，这种贸易霸凌主
义行为非但达不到目的，还会损害
其国家形象和信誉，并让多边贸易
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陷入危机。

中方从不想主动打贸易战，历
来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
易摩擦，但磋商的前提是互相尊重、
遵守规则、坦诚相见、平等相待。中
方断然不会接受任何霸凌与强权之
下的“城下之盟”。

美国在高估自己谈判筹码的同
时，却低估了贸易战对本国企业和
消费者的危害。自美国挑起贸易战
以来，美国人民正在越来越真切地
感受到压力：继哈雷摩托“出逃”之
后，钢铝征税已经导致这两种材料
价格分别攀升了 33%和 11%，可口
可乐、宝马等公司分别宣布提高相
关产品价格，美国消费者不得不面
对包括休闲交通工具、饮料、啤酒在
内的商品价格上涨。特朗普政府的
一意孤行，不仅损害了全球多边贸
易体系，也把本国人民拉下了水，给
自己国家带来混乱。

不管美方怎么折腾，中国推进
改革开放的决心没有变：根据刚刚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国将继
续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
入的重大举措，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向纵深发展，精心办好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稳定性增
强，基本面长期向好，这为我们应对
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提供了充足的
能力和战略纵深。团结一心，做好
自己的事情，勇敢地迈过这道坎，中
国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美国威胁施压
达不到目的

黄麻起义领导人——曹学楷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曹
学
楷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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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8月1日，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药监
局会同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由国家药监局党组
书记、副局长李利任组长的核查组，赴武汉就武汉
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武汉生物）
2017年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开展核查。

国家药监局会同多部门组成核查组
赴武汉核查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

7月31日，在墨西哥杜兰戈州，救援人员在
飞机坠落现场工作。

据墨西哥媒体当天报道，一架墨西哥民航客机
当天下午从该国北部杜兰戈州一机场起飞后坠落，
客机坠落事件未造成人员死亡，机上仅数十人受
伤。另据墨西哥警方和航空公司初步确认，目前尚
未收到中国公民的登机和伤亡报告。 新华社发

墨西哥一架民航客机坠落
无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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