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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条件

本次招聘面向国内外，无国籍及
身份限制，欢迎国际人才踊跃报名。
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基本资格条
件：

（一）遵纪守法，诚信廉洁，勤勉
敬业，积极进取，勇于担当，职业素养
高；

（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岗位有特别要求的除外，留学归国
人员须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
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有一定
年限的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三）具有全球化、国际化视野，有较
强的改革创新能力，良好的口头表达、沟
通协调及综合分析能力，服务意识强；

（四）有良好的履职记录，工作业绩
突出；

（五）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岗
位有特别要求的除外）；

（六）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
件；

（七）工作岗位有专业任职资格要求
的，应具备国家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要求
的任职资格。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接受报名：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受过纪

律处分的；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
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年龄及工作年限计算均截止至
2019年10月30日。

招聘岗位名称、主要职责及专业条
件详见附件1：《招聘岗位名称、主要职
责及专业条件》。

三、报名
（一）报名方法及时间
本次招聘实行网上报名，请应聘者

于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13日17：
00前将报名资料发送至指定邮箱进行
报名，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邮箱：hjdbzhk@163.com（请
按“应聘XX岗位+姓名”为邮件标题，例
如“应聘党政办公室主任+张三”）

咨询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
14：30～17：00

咨 询 电 话 ：0898- 66255950，
0898-66255953（王先生，易女士）

（二）报名资料
1.应聘报名表（见附件2）；
2.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学历（学位）

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职（执）业资格
证、任职文件及奖惩文件等相关证明材
料的原件扫描件，其中在国外获得学历
学位证书的，须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证明。

四、招聘流程
本次招聘将按照网上报名、资格审

查、笔试、面试、心理在线测评、考察、体
检、录用等流程进行。

（一）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于2019年 11月 15日至

11月19日进行。
（二）笔试安排
笔试将于2019年11月23日（星期

六）举行，以专业能力测试为主。经资格
审查合格人数与招聘职位的比例不低于
5∶1方可进行考试，未达到比例，相应减
少招聘计划人数。如招聘计划人数减少

到1名仍达不到5∶1的，取消该职位考
试。经资格审查进入笔试的人员名单、
笔试时间和地点将于2019年 11月 19
日21：00前在“海口江东发布”微信公众
号上公布，并通过短信+电话形式通知。

（三）面试安排
面试将于2019年11月24日（星期

日）举行。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按照参加面试人数与招聘职位数3∶1比例
确定参加面试人选。入围面试的人员名
单、面试时间和地点将于2019年11月23
日21：00前在“海口江东发布”微信公众
号上公布，并通过短信+电话形式通知。

五、录用及待遇
凡参加面试且工作地在海口市外的人

员，将给予差旅（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其
中交通凭票据实报实销，住宿费用不超过
350元/天）补贴，原则上不超过3000元/人。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实行企业化、
市场化的用人制度，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录用人员执行3个月试用期，试用
期满经考核合格的，正式聘任相应岗位，
其试用期起始时间确定为本人上岗时
间；考核不合格的，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调
整或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招聘职位没
有合适人选的，取消该职位的公开招聘。

薪酬待遇参照海口市公务员3倍及以
上薪酬发放，并按相关政策足额缴纳五险
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
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符合人才
引进条件的可以申请享受人才住房租赁补
贴或购房补贴、购车及子女入学等待遇。

六、注意事项
1.请如实提供应聘资料，我们对应

聘信息及提交的应聘资料严格保密。凡
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或
录用资格。

2.请确保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无
误，以便我们能及时与您联系。

3.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从未举办或
委托举办任何考试辅导培训课程，也从未
指定任何参考用书和资料。招聘过程中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不收取任何费用。

4.了解更多招聘信息及动态，欢迎
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口江东发布”。

5.本次招聘的最终解释权归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所有。

附件：1.招聘岗位名称、主要职责及
专业条件

2.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面向国内外
公开招聘报名表

（招聘岗位名称、职责、条件及报名
表，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口江东发布”
或登录中国海口政府门户网 http：//
www.haikou.gov.cn/下载和查询）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19年10月30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公告
规划建设江东新区是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举措，将努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的创新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展示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体验

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的示范区。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实行“法定机构+市场运作”的治理服务模式，负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招商引资和制度创新等，加挂海口临空经济区管理局，实行一体化

运作。
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现决定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多个岗位人才。

一、招聘岗位（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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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员”为海南发展
注入新动能
◀上接A01版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随着阿里巴巴集团等
一大批企业的进驻，海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以外资为例，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房地产业吸
收外资比例逐步下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第
三产业均实现较快增长。

央企在我省新增业务收入快速增长，今年前
8个月新增结算收入近500亿元，全年结算有望
超过1000亿元，极大增强了我省加快经济发展新
旧动能转换的信心。

投资、消费、出口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从投资、消费、出口方面看，今年以来，
海南一批新增企业的贡献不小。

中国旅游集团投资128亿元建设海口国际免
税城项目；新加坡丰树集团澄迈物流综合产业园
项目得到加快推进；国投国际贸易（海南）有限公
司、海南国贸有限公司、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3家公司上半年为海南带来新增外贸值
26亿元，拉动同期全省外贸进口值增长13个百
分点；前三季度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金额92.6亿
元，同比增长28.4%。

“未来3年内，我们计划推动海南建设成为国际
性区域中转枢纽港，推动海口港和洋浦港年吞吐能
力突破510万吨以上。”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立荣说，中远海运正以海南为中心，加快国
际国内航线布局，构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新支点。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企业有需求，政府有响应。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必须拥有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海南，在招商引资的
同时，对标国际一流，想方设法优化营商环境。

按照《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
2019年）》，海南从开办企业、获得信贷和改善融资
环境、跨境贸易、建设服务型政府等11个方面推进
40项改革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创新设立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海南
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体系上线……一项项举措
陆续推出，有效促进海南营商环境的逐步优化。

“我们深切感受到海南投资环境优越，特别是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使得海南再次站到了改革开放最前
沿，使企业投资海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如此评价。

在企业设立和进驻的进程中，海南一手“收获”
了一批活跃企业，一手优化了营商环境，不断推动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蔡支书，快帮我看看这只羊是怎
么回事？它死活不愿意出羊圈。”10月
的一天下午，阵雨过后，澄迈县中兴镇
孔水村天气放晴，村民王草建想把在羊
圈关了一上午的羊赶到山坡上吃草，却
发现一只黑山羊生病了，正在焦急犯难
时，遇上了前来走访的孔水村党支部书
记蔡仁飞，便急忙向他请教。蔡仁飞耐
心地给他支招，顺利解决问题。

今年37岁的蔡仁飞，早年在农业
院校学过畜牧兽医，又搞过养殖业，平

时经常主动帮助农户解决养殖方面的
难题。作为村干部，他想方设法帮助贫
困户脱贫致富，推动壮大村集体经济。

孔水村委会下辖7个自然村，共
608户2400余人，村庄以丘陵地形为
主，长期以来，村民产业以种植橡胶为
主。但由于橡胶价格不理想，农民增
收难以保障，孔水村一度被列为贫困
村。2016年时，孔水村有贫困户91
户，当时已经是村干部的蔡仁飞走村
入户调查时发现，很多贫困户想脱贫
却没有方向，或者有很多顾忌。

当时的王草建就是如此。蔡仁飞
了解情况之后，先帮助王草建申请了2

万元小额贷款，又手把手教他选种羊、
搭建羊圈、修建羊床。如今，王草建养
殖的山羊从 12 头增加到 125 头。
2018年，他出栏羔羊38头，收入3.84
万元。通过养羊，王草建成功脱贫，并
盖起了新房子。2018年，他被澄迈县
就业局评为贫困户“创业之星”。

在孔水村，通过蔡仁飞及党支部
干部帮扶，实现脱贫的贫困户不在少
数。2016年，他发动村民成立黑猪专
业合作社，把60户243名贫困群众纳
入了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模式发展黑猪养殖业。2017年
至2018年间，合作社每年出栏黑猪两

栏，实现贫困人口年人均分红1571
元。真金白银进了贫困户的腰包，集
体经济收入也实现零的突破，每年合
作社为集体创收7.42万元。

2017年，蔡仁飞当选为孔水村党
支部书记。他积极带领贫困户以扶贫
资金入股的形式，发展水产加工、无籽
蜜柚、咖啡种植加工等多元化扶贫产
业。2018年，海南东鑫橡胶公司入驻
中兴镇办厂进行橡胶加工，蔡仁飞抓
住这次机会，多次与公司沟通，请求招
收贫困人口务工，解决村内剩余劳动
力就业问题。当年，孔水村12名贫困
群众进入该公司工作，月保底工资

2800元，公司还为贫困户购买了养老
保险等。

2018年，蔡仁飞被省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评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被澄迈
县委、县政府评为脱贫攻坚“先进业务工
作者”。今年，孔水村党支部被评为澄迈
县“七星党支部”“先进基层党组织”。

“党员干部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服务村民做好表率。”蔡仁飞说，孔水
村党支部将每月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党员开展环境整治、治安巡逻、
便民助民等服务，持续优化村庄发展整
体环境。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

澄迈孔水村党支书蔡仁飞想方设法助脱贫，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零的突破

育产业门路广 促增收招术多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本报营根10月29日电（记者李
梦瑶 特约记者秦海灵）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9日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打
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为
解决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脱

贫意识不强、“等靠要”思想突出、脱贫
能力不足和陈规陋习严重等问题，该
县将在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
重点人群中开展“六治”专项活动。

“六治”是指治懒散、治酗酒、治

私彩、治浪费、治不孝、治脏乱，治理
对象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
特困户和残疾户“四类”重点人群。
本次专项活动分为初步名单的提出、
警示转化期、正式名单的提出、确定

名单后的转化期和动态管理期五个
阶段，将从2019年10月21日持续至
2020年12月31日。

琼中将通过因户施策、因人施
策，提振农村群众的精神面貌。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近日，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坚固村再次迎
来了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组织的
专家团队，给村民开展农业产业发展指
导和种植技术培训，受到村民欢迎。

培训期间，专家针对该村冬种瓜菜
茄子、辣椒、苦瓜等主栽品种，重点对种
苗嫁接技术、化肥农药减施、病虫害综
合防治等高产栽培关键技术进行讲解，
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一对一指导。

“自己种苦瓜也懂一点技术，这次
听了专家的指导，才知道有好多细节
问题以前没注意，专家一讲就都明白
了。”村民黄香荣说。

“此次培训是自9月份在坚固村
开展相关服务活动后，我们再次到该
村开展后续跟踪服务指导工作。”省农
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开展跟踪服务，能更好地把握农
民需求、找准培训工作关键点，为今后
实施精准化培训提供支撑。

省农民科教培训中心组织
团队深入保亭——

农民冬种忙
专家授锦囊

针对部分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琼中部署开展“六治”专项活动

本报八所10月 29日电 （记者
张文君）近日，在位于东方市板桥镇
三间村的东方上彩就业扶贫基地，
来自板桥镇田头村50多岁的贫困村
民邢孔交正忙着给秋石斛兰花套
袋、装箱，这批秋石斛兰花即将发往
广东等地。

“相比之前干农活，现在这份工
作，轻松不少，而且工作还稳定，干一

天得120元，一个月有3600元，是一
笔不错的收入。”邢孔交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今年9月，她进入东方上彩
就业扶贫基地工作，负责为花卉包
装，“不仅工作好，而且方便照顾家
庭，我很高兴。”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
从事热带花卉品种选育、种苗培育、
生产销售的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主营绿萝、石斛兰、三角梅等
花卉产品。2018年，该公司花卉生
产销售合计703万盆，产值5973万
元。

2018年，东方上彩就业扶贫基
地在该公司挂牌成立，帮扶覆盖了东
方市板桥、东河、天安和江边4个乡
镇14个村贫困人口；目前，累计吸纳
就业贫困劳动力282人。

今年3月，该公司探索“龙头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生产基地”的
运营模式，引领群众加快增收。在承
包组、承包户的基础上，公司培养了
21名个体工商户。公司和个体工商
户是合作关系，个体工商户自主生产
花卉，由公司进行统一收购、统一销
售。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又可吸纳更
多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创业。

东方上彩公司累计吸纳282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美丽经济”带动贫困户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