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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是
海南省政府为了引进大项目，带动
大投资，推进大举措，促进海南经
济发展而设立的综合性投资控股
公司，公司全面布局基础设施投
资、金融产业、区域综合开发、清洁
能源、酒店旅游等核心产业板块，
是海南省目前最大的省属国有企
业。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大潮下，海南控股始终
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在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矢志成为自贸港建设的主力
军。为打造省内人才聚集高地，
现对以下工作岗位向海内外人
才发出诚挚的邀约，热切期盼有
激情、有梦想、有才华的英才加
入我们的团队，一经录用，我们
将提供公司内部序列管理和职
业经理人市场化薪酬两种模式
供您选择。经略大海南，助力自
贸港，海南控股期待与您共享美
好新海南的大机遇。

聚贤纳士 诚聘英才

一、选聘职位
（一）总部办公室副主任1名；组织人

事部副部长1名（党务方向）。
（二）下属子公司副总经理4名，其中

水利水电业务1名；能源板业务1名、金融
业务1名、区域开发业务1名

（三）下属子公司其他重要岗位负责人3
名

二、选聘范围及条件
选聘范围：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选聘条件：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具有

善于学习、改革创新、科学发展、依法治企、
群众工作、狠抓落实、驾驭风险的本领。能
团结好班子，约束好自己，管理好队伍，能
在推进国企改革中挺身而出，率先垂范。
同时，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总部办公室副主任（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国家同等专业
资格，年龄在45周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
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业务能力要求：10年以
上国内大型国企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办公室工作经验，其中至少担任过 5年
以上办公室主任职务，具有政府机关办
公室主任工作经验者优先。熟悉国家
相关行政法规政策，掌握企业行政管理
知识;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熟
练撰写各种工作报告、总结和计划。

其他要求：中共党员，善于协调、沟通，
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计划能力和
执行能力。

总部组织人事部
副部长（党务方向）（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具有高级政工师或国家同等专业任职资
格，年龄在45周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

工作经验及业务能力要求：10年以上国
有大型企业党务部门工作经验，其中，至少
有5年以上主持单位党务工作经历或担任类
似职务工作经验，具有政府机关党务工作经
验者优先。熟悉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具有
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大型文字材料写作
能力及党建创新能力；能够贯彻落实党委各
项决策，组织开展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工
作、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其他要求：中共党员，坚决拥护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沟通与领导
能力、组织运作和执行能力，善于进行团
队建设。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水利水电工程、农田
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或工程管理类等相关
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
上技术职称，年龄45周岁以下（条件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10年以上国内
知名大中型水利水电项目相关工作经验，
并在水利水电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土木工
程或工程管理类从事综合管理岗位至少5
年以上担任过公司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主要负责人或副总经理同等职位经历；熟
悉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政策，熟悉施工规
范及要求，掌握施工、验收规范；熟悉项目
计划、进度、成本、质量控制，熟悉工程开发
及现场施工过程管理，对工程规划、设计、
造价、预算、控制、施工管理有深刻的理解
及实际操作经验；具有丰富的水利工程项
目建设成功经验，能够对公司目前承担的

政府水利工程项目提出建设性意见；
熟悉政府水利工程建设的流程与

模式，有政府大型水利项目开
发建设成功工作经验者优先。

其他要求：具有较强的
组织协调、团队管理、开拓
创新能力，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诚信廉洁、勤勉敬
业，具备协调省、市及县相

关职能部门等相关经验。

海南天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电气工程及其相关
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中/高级
及以上职称或国家同等专业资格优先，年
龄45周岁及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10年以上国内知
名大型能源电力行业工作经验，其中3年以
上副总经理岗位工作经验；熟悉现代企业的
组织运作模式，熟悉国家宏观经济、能源行
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熟悉新能源、电力
行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市场资源整合能力、
决策判断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处理复杂问题与突发事件的能力。

其他要求：具有较强的大局意识和责
任意识，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
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遵纪守法，
清正廉洁，勤奋敬业，团结合作。

海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财会、经济、金融、管
理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关岗位从业高级资格证书，年龄35至
45周岁之间（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10年以上投资
银行或基金管理等岗位工作经验，并有大
型知名金融机构同等高级管理岗位3年以
上从业经历，拥有国内外知名基金、投行机
构、证券从业经历者优先。具有深厚的金
融知识体系，具备优秀的项目拓展能力，投
资分析和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投后管理能
力；出众的管理才能和良好的金融业管理
理念，熟悉先进的管理模式；对金融行业现
状和发展趋势有深刻理解，能够组织制定
公司业务整体发展规划；熟悉境内境外并
购、融资、发行保荐等投行业务和私募股权
基金业务、互联网金融业务等，精通重组、
并购、上市等投行业务与股权、债权、证券
等投资业务，并有成功独立运作的案例。

其他要求：良好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
力，良好的战略规划、统筹分析能力，责任
心强，能承受压力和接受挑战。

海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风控总监(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财会、经济、金融、法

学、管理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通
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持有注册会计
师资格职称者优先，年龄40岁以下（条件
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8年以上法律/
金融/财会相关管理工作经验，具有3年以
上金融集团风控负责人管理经验者优先，
熟悉私募股权投资、并购等业务的风险
点，熟练掌握项目风险控制的专业能力，
对风险管理、风险体系有深刻理解，具备
金融项目丰富的风险识别、管控、调查分
析能力。

其他要求：思维缜密、原则性强、具备
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精神，具有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较强的抗压能力。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房地产、工程管理
等房地产行业相关专业（建筑结构方向），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或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结构师或规划
师）资格；年龄45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
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10年以上知名
大型企业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管理相关
工作经验，其中5年以上大型房地产、大型
开发区或建筑设计单位同等职位经历，有
大型央企、国企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经验者
优先；熟悉国家、地方相关房地产开发及建
筑的政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熟
悉房地产或区域开发建设流程，能够对所
建项目从设计、报建、施工组织、销售、验收
等全过程提出管理方面和专业技术方面建
设性意见。

其他要求：具备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思
维，较强的领导经营、团队管理以及工作创
新能力；拥有丰富的行业以及政府机关等
社会资源，具备协调省、市及县相关职能部
门等相关经验，承压能力强。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中心主任（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工程类相关工业与民
用建筑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工程
类专业高级职称，年龄35至45周岁之间（条
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8年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历、具有5年以上知名大中型企

业担任工程建设管理等相关岗位工作经
验；熟悉国家及省内相关工程类与建筑安
全类法规与政策、项目管理各类业务及安
全管理运作流程，具有建立和完善公司工
程管理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独立管理公
司各项工程管理类业务的能力；具有工程
项目组织能力、风险控制能力，能就公司
的重大事项提出合理化建议。

其他要求：事业心强，具有较强的领导
和沟通谈判能力，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
力，善于进行团队建设。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风险控制部部长（1名）

学识及年龄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法律、财务审计、工程管理、经济管理相关
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5至
45周岁之间（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工作经验及能力要求：具有8年以上
在大中型企业担任风险管理、法律事务、工
程建设管理等有关岗位相关工作经验具备
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具有司法职业
资格；或具有会计师、审计师、经济师及以
上技术职称。

其他要求：大局观念强，富有合作精
神，善于带领团队，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语言
表达能力。

三、选聘程序
报名—资格审查—综合考核评价—确

定拟聘人选—考察和背景调查—党委会审
议—公示—正式聘任。

四、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5月28日—6月10日
（二）报名方式：有意应聘者请将注明

应聘岗位名称的个人简历、学历学位证明
（证书扫描件、如涉及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
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
扫描件）、相关资格证书（职称、专业成果及
重要奖励等）的电子文件发送邮件至：
hr@hnhold.cn 或 helinzhi@hnhold.cn；
联 系 人 ：何 先 生 ，联 系 方 式 ：0898-
36620951.

（三）相关说明:1、应聘者应对所提交
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如发现与事实
不符，本公司有权取消应聘资格。

2、本公司对应聘者信息及提交的材料
严格保密，不做他用，恕不退还。

广告

据新华社伦敦5月26日电（记
者王子江 苏斌）华天领军的中国马术
三项赛队伍26日在法国索米尔举行
的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中发挥出色，历
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团体比赛资格。
华天赛后称这是“童话般”的胜利。

中国队由华天、孙华东、包英凤
和梁锐基四名骑手组成，按照比赛规
则，每个代表队成绩最好的三名选手
的成绩计入总成绩，成绩最好的两支
亚洲队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前一天

的越野赛中，包英凤在第19个障碍
从马背上跌落，成绩随之取消。中国
队在最后一天场地障碍赛中只能以
三名选手出战。

前两项比赛中，华天与坐骑“堂
热内卢”在盛装舞步中名列榜首，越
野赛位居第二。当天场地障碍赛他
以4个罚分顺利完赛，最后以36.4分
的总分在 35 名参赛选手中位居第
二。孙华东以43.6分位居第八、梁锐
基以55.4分名列第15位。这样，中

国队总分排在日本队之后获得第
二。由于日本队以东道主身份自动
参赛，中国队和排在其后的泰国队获
得奥运会资格。

立下头功的华天认为，中国队的
晋级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激动地说：“这是精彩的、令人
激动、充满戏剧性的一天，也是令人难
以置信的一天。坦率地说，18个月之
前，我们谈起中国队征战东京奥运会
的前景时，我觉得我们准备有些不足，

起步也有些晚。但过去一年，我们运
气非常好，所有队友表现也相当出色，
我们的成就真是令人无法想象。”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是一
个童话般的胜利，与队友们写下历史
性的一页，我感到相当自豪。”

新华社记者联系到华天时，他正
驾驶运马的卡车行驶在返回英国的途
中，带着兴奋的心情，他在比赛之后立
刻踏上了返回英国的旅途。乘坐轮渡
跨过英吉利海峡后，他们抵达英国海

岸已经半夜，休息一夜后，他将在27
日下午返回位于曼彻斯特附近的训练
基地，继续备战东京奥运会个人项目
的资格赛。

东京奥运会是华天经历的第四个
奥运会周期，2008年，18岁的他身披
中国队战袍出现在了北京奥运会的赛
场，成为奥运史上年龄最小的马术三
项赛骑手；2012年，他差之毫厘无缘
伦敦奥运会；2016年，他再次获得奥
运会参赛资格，并一举夺得第八名。

中国马术队首获三项赛团体奥运资格

■ 阿成

上周日的中超联赛第11轮上演
一场焦点大战，卫冕冠军上海上港在
主场以2：1击败领头羊北京国安，终
止了对手 10 连胜的纪录，并将两者
之间的分差缩小至2分。

国安此前把中超史上最佳开
局纪录扩大至 10 连胜，并领先第
二名上港 5 分。如果本轮国安继
续获胜，与第二名的差距将扩大
至 8 分。联赛刚过三分之一，不能
说冠军悬念已死，但在相当一段
时期内，谈到冠军争夺时，人们将
会说：国安遥遥领先或者一马当
先 。 现 在 ，国 安 领 先 上 港 只 有 2
分，而第三名广州恒大本轮赢球
后，也只落后国安 5 分，人们说的
是：冠军悬念重燃。

国安上轮实现 10 连胜后，上港
也只落后 5 分，这“咬劲”真够强
的。事实上，上港近期在三条战线
中已保持 12 场不败，还在亚冠生死
战中大胜蔚山晋级 16 强。只不过
因 为 国 安 的 中 超 10 连 胜 太 过 耀
眼，人们才“忽视”了上港的 12 场
不败的傲人战绩。现在回过头来
看，上港不仅缩小了与国安的分
差，他们看来还有继续紧咬甚至

反超的能力。此外，在冠军争夺
中，也不能忽视“七冠王”恒大的
雄厚底蕴。

在上周中的亚冠联赛中，国安
也输球了，并成为唯一一支亚冠小
组出局的中超球队。双线吞败仗，
人们不禁担心此前威风凛凛高歌
猛进的国安，是否开始陷入低潮
期？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突然间战
绩下滑可以说是国安这几个赛季
的老毛病，上赛季他们也曾凭借一
波连胜拿下半程冠军，但随后的一
波不胜葬送了争冠好局。

当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
就这一两场败仗断定国安将重蹈
前几个赛季的覆辙。再说了，本赛
季的国安实力上有质的提升，“传
控”打法也赢得一片赞誉。也许国
安近期的低迷属于正常的状态起
落，但国安自己得检讨有没有做
得不好的地方。比如，人们批评
说，国安主帅施密特有点固执，打
法上太注重中路进攻而没有边路
突破，主力框架轮换力度不够导
致主力队员体能不足。

一 支 争 冠 球 队 ，是 不 太 可 能
以一套阵容一种打法从头打到尾
的。国安要想夺冠，施密特需要
不断突破创新。至于亚冠出局，
虽然遭到球迷的批评，但可以全
力应付联赛，却成了国安中超争
冠的利好。

卫冕冠军挽救中超争冠悬念

徐灿（右）在比赛中向日本拳手久保隼发起进攻。 新华社发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易
宗平）2019年中国家庭帆船赛三亚站
26日收帆。海南日报记者从赛事主
办方获悉，来自沪、琼、港、粤、浙的6
组家庭获奖。

竞赛结果显示：来自上海的沈
晓英、谢敏伟、谢易涵（7岁）家庭组

捧得Hobie Getaway组桂冠，三亚
的符凌峰、陈振雄、符祥华（14岁）家
庭组和同样来自三亚的陈灿、刘生、
宁东珍家庭组分别获得亚军和季
军。Hobie T2 组冠军由来自香港
的唐成、刘雪莹家庭组夺得，广东的
周戴清、祁凯家庭组和浙江的叶威、

薛泽（13岁）家庭组，分别获得亚军
和季军。

中国家庭帆船赛2019赛季全年
举行13场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首
发站三亚站赛事于 5 月 25 日和 26
日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
家庭参赛。

中国家庭帆船赛三亚站收帆

沪琼港粤浙6组家庭获奖

据新华社江西抚州5月26日电（记
者张悦姗）26日晚，在家乡江西抚州，羽
量级世界拳王徐灿在第六回合以技术
性击倒（TKO）的方式战胜日本前超雏
量级世界拳王、挑战者久保隼，首次卫
冕拳王金腰带，将金腰带留在了中国！

美国时间1月26日，徐灿在美国
休斯敦战胜WBA羽量级拳王、波多
黎各选手罗哈斯，夺得拳王金腰带。
随后，他被国际职业拳击档案网评为
中国唯一一位五星级职业男拳手。按
照规定，徐灿需要在半年内进行一场
自由卫冕战，他选择了久保隼。

久保隼现年29岁，2017年他成
为世界拳击协会（WBA）超雏量级世
界拳王。去年，久保隼升级至羽量级，
并获得世界拳王挑战权。

技术性击倒挑战者日本拳手久保隼

徐灿成功卫冕拳王金腰带

海口女子精英篮球赛收官

海大宁翔队成功卫冕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林永成）海南新

天地·2019海口市篮球协会第二届女子精英篮球
赛5月26日晚在海口世纪公园落幕。海大宁翔
队在决赛中以85：38战胜澄迈体校队，成功卫
冕。澄迈体校队获亚军，波涛装饰队获季军。

本次女子精英篮球赛由海口市篮球协会主
办。共有6支女子篮球队参赛，分别是海南新天
地队、海大宁翔队、海师波涛队、南邦篮球俱乐部
队、波涛装饰队和澄迈体校队。比赛采用单循环
赛制，单循环赛结束后积分列第一和第二的球队，
最后进行一场冠亚军决赛。

海大宁翔队和澄迈体校队进入冠亚军决赛。
在决赛中，本项赛事卫冕冠军、我省大学生女篮联
赛的霸主海大宁翔队优势明显，她们不断扩大优
势最终以85：38大胜澄迈体校队，成功卫冕。海
大宁翔队员朱文琦获评最有价值球员（MVP），海
大宁翔队主教练袁航获评最佳教练员。

省车辆模型邀请赛
在三亚举行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2019年
海南省车辆模型邀请赛5月25日至26日在三亚
举行。本次比赛有全省各市县的200余名选手参
加，进行了9个项目的比拼。

比赛在三亚市吉阳区大茅远洋生态村举行。赛
事分为公开组和青少年组，公开组有1/10电动短卡
竞速赛、1/8内燃机越野车竞速赛、1/8电动越野车竞
速赛等项目；青少年组有F1三项全能直线车竞速赛、
无畏号探索车拼装障碍竞速赛、安全行车积分赛、“缤
纷童年”涂装木屋赛、“小马号”拼装竞速赛等项目。

省青足赛高校组开踢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南省青足赛高

校组比赛近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正式开赛。在
揭幕战中，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队2：1小胜海南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队。

本次比赛共有10所高校队伍参加，海南大
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琼台
师范学院4支强队被分在了A组。海南工商职业
技术学校、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医学院、海南
外国语职业学院分在B组。比赛设有附加赛，B
组头名可挑战A组第3名。

2019海南省青足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教育
厅、省旅文厅、海南日报社、海南广电总台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