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汇聚 677 家跨国公司总部，外
资进驻的数量在提升，上海利用外
资的结构也在优化、能级在提升。
不少企业近期透露，外资爱上海，
更爱这里能够联动的广阔市场和
无限机遇。

“我们在上海布局，看中的是上
海成熟的营商环境以及上海乃至长
三角区域完善的生态圈，在制造、医
药、金融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
洪小文说，“我们希望微软能够与上
海、与长三角、与中国实现深度有机
的结合。”

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最新数
据，外资企业以约占全市2%的企业
数量，贡献了全市20%的就业、27%
的GDP、33%的税收、60%的工业总
产值。未来，外资企业不仅能深度参
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更有机会融入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中。

在位于上海松江的G60科创走
廊规划展示馆，来自长三角的埃夫特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毛笔
字机器人以优美的笔法书写着“解放
人类生产力”；在离此地不远的上海
松江小昆山镇，库卡中国首席执行官

王江兵讲述着库卡与长三角机器人
产业协同合作的强烈愿望。

“上海及周边长三角地带有很多
国内外客户和供应商，落户在这里可
享‘天时地利’，产品交货周期短、成
本有优势，我们愿意进一步投资扩
产。”王江兵说，中国正成长为全球最
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上海政府的有
求必应更是给了他们信心，未来期待
政府能够搭建平台，与更多长三角地
区同行合作，共同完善行业标准，让
中国机器人制造再上一个台阶。

（新华社上海4月21日电）

能级提升共同辐射长三角

这个“456”不简单
——内外联动开放释放“上海磁力”

——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扎堆，上海共有外资研发中心444家；
——外资企业落户步伐加快，在沪外资企业达5万多家；
——外资机构能级不断提升，跨国公司总部达677家，是我

国内地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
在上海市政府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中，这串“456”数字令人

印象深刻，成为开放高地上海不断更新发展的有力佐证。“魔都”
的魅力并不止开放前沿的海阔天空，更有内外联动不断释放的
“上海磁力”。

对外敞开大门，对内联通互
动。444家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带
来的是创新动能指数级提升、中外
科研生力军携手共进。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核心
区6.6万平方米的天然半岛曾经枯
苇摇曳、草木丛生，而如今，整座半
岛正成为人工智能的“试验场”，微
软、IBM、英飞凌等国际科技巨头
纷纷入驻，云从科技、小蚁科技等国
内新生力量也崭露头角。

人工智能岛“岛民”之一微软人
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近日宣布开
启“首批意向企业招募”，申请成功
的企业团队将在实验室内与微软工
程师并肩工作，实现从技术到产品
市场化的转变。

“利用上海的平台，我们既可以
把中国的优势产品和技术介绍到全
世界，也可以把世界上的先进技术

和理念带到中国来。”微软全球资深
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
文说。

今年二季度，强生创新中国上
海JLABS（初创企业孵化平台）将
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启运营。
作为强生创新在北美区域之外建立
的首家JLABS，这里将为近50家
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科学初
创公司提供支持。

“中国尤其是上海已成为全球
医疗健康创新热点地区。”强生中国
区主席孟启明表示，JLABS将与多
机构合作，共同打造以上海为中心
的创新枢纽。

“外资研发经历了从应用型研
发到自主研发，再到现在开放型创
新的过程，对于带动本土的创新力
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海市商
务委副主任杨朝总结道。

研发联动形成创新合力

从上海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俯瞰浦江两岸。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B

C

5万多家外资企业已在上海安
家落户，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今
年1-2月，上海合同外资、实到外
资分别增长58.6%、14.3%。

仅看备受全球瞩目的机器人制
造这一个领域，近期就在上海亮点频
现。机器人巨头发那科集团4月4
日宣布，将在上海宝山投建新的“超
级智能工厂”，总投资约15亿元人民
币，将成为其在日本之外全球最大的
机器人生产基地。另一巨头ABB集
团表示，将投资1.5亿美元在上海康
桥新建一座全球领先的机器人超级
工厂，预计2020年底投入运营。

全球机器人“四大家族”中有3

家已在上海布局，堪称罕见。
年初，特斯拉第一座海外超级

工厂在上海临港正式开工建设，这
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放开外资股
比后的首个外商独资项目。当年签
约、当年拿地、当年启动，特斯拉公
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感叹：

“这是中国速度、上海速度！”
近期，还有一批重量级外资项

目即将在上海开工，包括投资额10
亿美元的英威达己二腈项目，投资
30亿元人民币的西门子诊断工厂
等。这些工程项目不仅投资体量
大、能级高，更是全球各行业领先科
技水准的代表。

外资入驻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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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是一家有60余年历史的老牌金融机

构，2007年8月省农信联社成立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监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

社会各界的关心厚爱下，全省农信系统始终秉持“审慎、创新、

诚信、共赢”经营理念，坚持“农”“小”“土”（支农、支小、服务本

土）定位，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华丽蝶变。

截止 2018年12月，下辖19家市县行社(其中农商银行7

家，农信联社12家)，营业网点465个，总资产2869.77亿元，

各项存款1881.05亿元，贷款1154.75亿元，均居全省商业银

行前列。

海纳百川，广揽贤才。现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开招聘420名

员工。一经录用，将以良好的机制、专业的培训、极富竞争力的

薪酬，实现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诚邀广大莘莘学子加盟！

一、招聘岗位和人数：

综合柜员岗 350人

小额信贷技术员岗 70人

二、招聘对象和条件：

（一）应聘者须为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的境内外高等院校2019年应届毕业生。其中：

1.境内院校毕业生应能够在2019年7月31日前毕业，取

得毕业证、学位证、就业报到证及教育部电子学历认证；

2.境外院校毕业生应为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

31日前毕业，并在报到时提供教育部留学中心出具的学历

（学位）认证。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德端正、身体健康，无赌博、

吸毒等不良嗜好。年龄不超过30周岁,研究生学历不超过35

周岁，年龄计算时间为2019年7月31日。

（三）取得会计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计算机类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或通过司法考试获得A

证的，不受笔试分数限制，可直接入围面试，同等条件下优先

录用。

（四）专业不限，同等条件下，取得法律、财务、会计、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优先录用。

（五）综合柜员岗位要求

报考海口、三亚地区综合柜员岗位要求普通高等院校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

1.主修语种为英语的，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

绩在425分及以上），或托业（TOEIC）听读公开考试630分及

以上，或新托福（TOEFL-IBT）考试 75分及以上，或雅思

（IELTS）考试5.5分及以上；

2.主修语种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

平考试（如专业四级、八级等）。

报考海口农商银行（定向农区）和其他地区的要求普通高

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六）小额信贷技术员岗位要求

要求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应届毕业。报考小额

信贷技术员岗位的考生填报单位时统一选择“小额信贷总

部”，具体工作地点由小额信贷总部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分配。

报考小额信贷技术员岗位的考生，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1.海南本地户籍，会说海南方言;

2.农业技术等涉农专业;

3.中共党员;

4.骑自行车1小时跑完20公里者。

三、招聘流程

（一）报名。

1.网上报名为本次招聘的唯一报名方式。请使用谷歌

浏览器（Google Chrome）登陆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网

站（www.hainanbank.com.cn），点击人才招聘栏目报名通

道“人才注册”进行在线注册和报名，具体流程如下：

（1）注册并登录系统，登陆ID为个人身份证号码，请牢记

个人登录密码。

（2）填写简历。点击“表格填写”，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填写

时请仔细核对所填信息，确保材料信息属实，不得虚报或隐瞒

实情。岗位选“2019年校园招聘综合柜员岗”或“2019年校园

招聘小额信贷技术员岗”，每名应聘者只能投报一家行社，请

根据个人意向和条件认真填报，确认无误后选择“提交”，等待

管理人员后台审核。

（3）报名完成后，请及时关注本人报名表页面审核结果。

如未审核通过，应聘者请按相关提示对报名表进行修改，直至

审核通过为止。报名截止前，报名表仍未审核通过的，报名结

果无效。

2.邮寄相关材料

报名表审核通过后，请将本人1寸彩色证件近照2张、

《2019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推荐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www.chsi.com.cn）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认证报告》等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及身份证复印件邮

寄到报考单位指定报名点。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本人签名并按

手印。未按照要求邮寄材料的，报名无效。

3.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5月21日（周二）中午12:00,到

期报名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名。

（二）笔试。

通过资格审核者统一参加本社组织的笔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面试。

笔试合格者统一参加本社组织的面试。

（四）体检。

面试合格者统一到本社指定三甲医院参加入职体检，体

检合格者为本社预录人员。体检参照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因

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业特性，本社另增加吸毒及色觉检测，检测

出吸毒或色盲的不予录用。医院体检结论为不合格者一律不

再安排体检复查。

（五）培训。

面试、体检合格者参加由我社组织的封闭培训。培训考核

合格者按我社规定办理录用手续，不合格者取消录用资格。

四、注意事项

（一）笔试、面试结果会及时通知应聘者本人,请应聘者密

切关注我社公告。如应聘者的联系方式发生变更，请及时与所

报行社人力资源部门联系，以免错过重要通知。

（二）正式录用后，综合柜员原则上分配到基层网点工作

一年以上，其中海口农商银行定向农区网点工作的综合柜员，

须在农区网点工作5年以上。工作期间，我社将根据个人表现

和业务能力制订相应的职业成长规划。

（三）招聘过程中如发现有信息作假、考试作弊或有吸毒、

赌博等行为的，取消报名、考试或录用资格。

（四）本次招聘过程中，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

训班，不收取应聘人员任何费用。敬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切

勿上当受骗。

（五）本公告及未尽事宜由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人力

资源部负责解释。

2019年海南省农信社校园招聘计划及报名点信息

详见海南省农信社官方网站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019年校园招聘公告

见证人间正道
——写在南京解放70周年之际

日新月异的南京城里，有一处时间是“静止”
的——长江路292号“总统府”蒋介石办公室，桌
上台历停在1949年4月22日。“定格”这一页历
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万雄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得众则得国，失众则
失国”。70年前，一个旧政权轰然倒地，一个革命
党即将开启执政航程。

进入4月，渡江胜利纪念碑前，人流络绎不
绝。唱国歌、升国旗、重走胜利路，人们用集体纪
念的方式，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回望那场对
全国解放至关重要的胜利。

不远处，有一处寂静的小院落——静海寺，飞
檐画栋掩映在现代化建筑之中，门口安放着一座
警世钟。很少人知道，这里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
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议约地。

“从强盛的大国，到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荣
耀与屈辱两段历史折叠在了一个空间，令人深
思。”静海寺纪念馆馆长苏真说。

古寺历沧桑，奇耻殊荣关国运。在建城史已
有2500年的十朝都会南京，每个地标背后，几乎
都能窥见一段救亡图存的探索历程：

秦淮河畔的1865创意产业园，前身是金陵机
器制造局。甲午战争爆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梦想宣告破灭。

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是伟大民主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
京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25年之后遭侵华日
军屠城，30余万国人用生命记录中华民族史上最
黑暗的一页。

直到1949年4月23日，当人民解放军百万
雄师横渡大江，南京解放，这座城市在近现代史上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轮回终告结束。

渡江胜利纪念馆里有一本珍贵的渡江日记，
作者是解放军34军101师302团2营副政治教导
员李剑锋——“4月23号下午四时半，在江南的
群众在江边欢迎我们过江，并有火轮、木帆船来迎
接，于夜晚十时许渡过了亚洲最大的河流。”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壮阔胸
襟的诗词，让今天的人们仍能如临其境地感受那
一场伟大胜利，而翻开尘封的史料，则揭示出解放
的轨迹与逻辑。

2000：11 万——这是 1949 年 4月 23 日前
夕，南京城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员的数量对比。

6个月：5年——内战之初，蒋介石妄图消灭
共产党的时间表是“6个月”；内战一年后，毛泽东
在小河会议首次将对蒋介石的斗争设想为“5
年”（从1946年7月算起）。

彼时，国共两党、国际国内的诸多人士，都曾
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如此强大且有美国支持的
国民党，为何被共产党打败了？且败得如此彻底？

“如今看来，一切都有迹可循。”南京市委党史
办主任徐春在搜集研究了大量史料后认为，1948
年秋冬到1949年初，人心的解放在战前已经完
成。工人、学生、店员、教授、公务员，各行各业的
人民拒绝撤往台湾，保护下大量的机器、图书、仪
器和物资，为解放后南京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给大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领导
的革命能救人于水火之中。”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
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反观对手，“从国民党获取
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贪污受贿、人浮于事、效
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

选择共产党，就是选择解放；选择共产党，就
是选择希望！

如今，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计划》中憧憬的
“理想之城”，不仅已变为现实，更超越了梦想。

虎踞龙盘，山水相依。一座城市走过百年，南
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如今，站在新时代的
新起点上。 （据新华社南京4月21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伊利诺伊
州北奈尔斯高中学生，勉励同学们为
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此前，
北奈尔斯高中中文班40多名学生用
中文写信给习近平，询问习近平的工
作、生活情况和个人爱好，表示他们
正在学习中文，喜爱中国的语言文
字、音乐和中餐，希望有机会来中国

参观访问。
习近平在给北奈尔斯高中学生的

回信中表示：感谢你们的来信，我从信
中感受到你们对中文的爱好和对中华
文化的兴趣。学习中文可以更好了解
中国，结识更多中国朋友，也可以结识
很多会说中文的世界各国朋友。你们
的汉语书写工整、用词规范，“太棒
了”！我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在中文

学习上取得更大进步。我曾多次访问
美国，那里优美的风光、热情的人民、
多元的文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结
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包括美国青年朋
友。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很累，但
很愉快。我对哲学、历史、文学、文化、
音乐、体育等都有浓厚兴趣，我的很
多爱好从中学时代就养成了，一直保
持到现在。青年一代是中美友好的

未来。希望同学们珍惜韶华、努力学
习，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百闻不如一见。欢迎你们有机会来
中国看看。

习近平的复信在北奈尔斯高中引
起积极热烈反响。师生们表示，从这
封复信中感受到习近平主席的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习主席对中美两国青少
年的关心关爱令全体师生倍感亲切、

倍受感动；习主席来信将激励更多当
地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并参
与中美友好交流。

北奈尔斯高中是美国伊利诺伊州
一所公立学校，成立于1964年，现有
学生两千多名。该校重视国际交流，
鼓励学生学习外语，自2008年起开
设中文课程，选修人数已拓展至11
个班。

习近平复信美国高中学生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