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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经济开发区

是我国第一个吸引外

资成片开发、享受保

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

发区，经过27年的开

发建设，洋浦已逐步

成长为海南实体经济

的重镇和外贸增长的

龙头，2018 年洋浦工

业总产值占海南的五

分之二，进出口外贸

总额占海南二分之

一，港口吞吐量占海

南四分之一。

洋浦将打造成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

区、示范区，全省高质

量发展增长极。为了

迎接全世界投资者到

洋浦投资兴业，积极

参与洋浦建设，现面

向国内外广纳招商英

才，22 个招商高级管

理岗位虚位以待，只

为胸怀天下、敢闯敢

拼、改革创新的你。

让我们聚首洋浦，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共

同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作出贡献。

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才招聘公告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才招聘公告

用人单位

先进制造产业招商有限公司

港航物流贸易产业招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一级专员

二级专员

三级专员

总经理

一级专员

二级专员

三级专员

招聘人数

1

2

2

4

6

1

1

2

3

批次

第一批招聘

第一批招聘

第二批招聘

第二批招聘

第二批招聘

第一批招聘

第二批招聘

第二批招聘

第二批招聘

一一、、招聘招聘方式方式、、岗位岗位（（2222人人））

（一）招聘方式

面向国内外公开统一报名、分批招聘。

（二）招聘岗位、人数、批次

二二、、报名条件报名条件

本次招聘面向国内外、无国籍及身份限制，欢迎国内外人才踊跃
报名。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三）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
（四）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五）具备岗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法律、法规、规章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一）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二）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三）失信被执行人；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以上年龄及工作年限计算均截止至2020年1月13日。

三三、、报名方式报名方式

（一）报名方法及时间
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第一批、第二批岗位，实行统一报名。

请应聘者于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2月14日17:30前将报名资
料发送至指定报名邮箱进行报名，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邮箱：yprsrc @163.com（请按“应聘XX单位XX岗位+姓
名”为邮件标题，例如“应聘港航物流贸易产业招商公司总经理+李三”）

咨询时间：8:30—12:00，14:30—17:30
咨询电话：0898-28836387 18976872362 刘先生
（二）报名资料
1.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经营管理人才

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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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证明。

四四、、招聘程序招聘程序

第一批岗位招聘，按照网络报名、资格初审、资格复审、面试、考
察、体检、录用等程序进行。第二批岗位招聘，由新组建专业园区公
司管理机构，提出方案，经批准后择机组织实施。

第一批岗位招聘，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资格初审
资格初审于2020年2月15日至2月17日进行。
（二）资格评估复审
资格复审查于2020年2月18日至2月20日进行。按照1:5比

例确定入围面试人员，不足1:5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入围面试人
员。招商专员岗位按照1:3的比例确定入围面试人员，不足1:3比例
的按实际人数确定入围面试人员。入围面试人员名单在海招网（含
海招网海外版）、洋浦经济开发区门户网站公开发布。

（三）面试安排
面试，将于2020年2月22日（星期六）举行。面试主要考察应聘

者业务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的表现。面试小组由中共洋浦经济开
发区工作委员会和管委会主要领导、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外聘专家
组成。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按1:2的比例确定入围体检人员，不足
1:2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入围体检人员名单在海招网（含海招
网海外版）http://www.contacthainan.gov.cn/、洋浦经济开发区
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

五五、、录用及待遇录用及待遇

（一）凡参加面试且工作地在洋浦以外的人员，给予差旅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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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人。
（二）招商公司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的用人制度。依法签订合同，

合同三年一签，合同期满择优续签。试用期六个月，试用期内薪酬待
遇在合同中予以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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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进行岗位调整或依法解除合同。

（三）招商公司实行与绩效目标相适应的薪酬制度。
1.薪酬待遇构成。聘用人员实行年薪制，年薪由基础工资和绩效

工资两部分构成，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各占50%，基础工资按月发
放；绩效工资与任务目标完成情况相挂钩，按年发放。

2.薪酬待遇标准：提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具体面谈，
“五险一金”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特殊招商贡献奖：超额完成年度招商任务100%以上的或完成重
大项目招商的，实行“一事一议”，可按照特殊招商贡献奖予以奖励。

4.符合海南省人才认定标准的，经相关部门认定后，享受相应层
级的人才待遇。

六六、、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一）签订合同前，须本人携带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工作经历
等岗位所需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接受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核，通过审核签订合同上岗。

（二）报名招聘方式为统一报名、分批招聘。第一批招聘先进制
造产业招商有限公司总经理1名、港航物流贸易产业招商有限公司总
经理1名、先进制造产业招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名；第二批招聘两
个产业招商有限公司的招商专员18名，招商专员的招聘方案由两个
产业招商有限公司提出，经批准后实施。

（三）请如实提供应聘资料，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
考试或录用资格。

（四）欢迎国内排名靠前的高端人力资源中介公司提供猎头服务。

洋浦门户网站手机版 洋浦政务公众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20年1月13日

广告

■ 本报记者 李磊 陈蔚林 赵优
袁宇 林书喜 李梦瑶
特约记者 郝少波

1月12日上午，全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海口
召开，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设分
会场。总结大会结束后，广大参会的
党员干部走出会场后纷纷表示，要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全省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的部署要求上来，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
的建设的永恒课题，结合开展“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活动，努力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
为推动本地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成效。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厅干部
积极投身到主题教育中来，在‘学、
调、检、改’中经历着一次思想的再洗
礼、初心的再觉醒、使命的再升华、忠

诚的再淬炼，全厅上下掀起了主题教
育活动的热潮。”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党组书记林光强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省旅文厅将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做“两个维
护”的忠实践行者和坚定推动者，紧
跟时代脉搏、保持奋斗激情，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快
推动海南旅游产业和文化广电体育
事业的发展，扛起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的责任使命，努力在加快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创造新业绩、展
现新作为。

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武耀廷表示，
海南大学党委将紧密结合加快建设
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这个海南当前
最大实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
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深化学校综合改
革，加快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只争朝夕、脚踏实地，

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
大学，为服务国家战略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琼海将坚决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全省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的部署要求上来，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
身课题。她说，要巩固深化、充分运
用好主题教育的丰硕成果，坚持不懈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推动问题整
改、坚持不懈抓实制度建设，把主题
教育焕发出来的热情干劲，转化为攻
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转化
为推动琼海加快建设海南东部中心
城市、实现“三地两区一中心”发展目
标的实际行动，努力为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作出新的贡献。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
学用结合、查改贯通，围绕海南自贸
港建设大局，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
群众创新实干、拼搏进取，确保中央
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效，取得

一批丰硕成果。”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县委书记孙喆介绍，该县将继续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巩固用好群众路线、
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及主题教育成
果，加快建设“一县两区”和全县各
族人民的生态富裕幸福美好新家
园，答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终
身课题答卷。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周军
平表示，洋浦作为全省第一批主题教
育实施单位，通过扎实开展主题教
育，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在
当前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洋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
展机遇，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洋浦开发建设，这更加
坚定了全区广大干部守初心、担使
命，奋力加快推进洋浦开发开放的
信心和决心。今后洋浦将持续巩固
和提升主题教育成果，大力弘扬“快
准实好”工作作风，传承和发扬“洋
浦精神”，用一代代洋浦人的夙愿和
情怀加快推进洋浦向高更质量、更

高层次发展。
“守初心、担使命没有终点站，即

使是两新组织的党员干部也决不能
有停一站、歇一脚的想法，要不断叩
问初心、担当使命；通过一系列实际
行动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并使之体现
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
献上。”总结大会刚一结束，省财政厅
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省注册会计师
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委书记洪日南在
会场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行业党委将继续发挥领
导和指导作用，完善学习和工作制
度，抓好主题教育和业务融合，建立
完善长效工作机制。特别是按管得
住、放得开的要求，不断创新管理手
段，加强行业职业道德建设，引进优
秀会计审计人才，提升从业人员执业
能力，推动自贸港会计审计制度与规
则的确立，为提高我省经济质量、推
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财
务管理发挥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
行业应有的作用。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后，参会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在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中建新功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举行杰出义工嘉许礼

积极发挥优势
投身自贸港建设

本报香港1月12日电（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者
何光兴）1月12日，香港海南社团总会杰出义工嘉
许礼在香港举行。受省委书记刘赐贵和省长沈晓明
委托，1月12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大
会，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旅港乡亲致以新春慰问
和节日祝福。

据悉，2019年，在香港海南社团总会的领导下，
各琼籍社团乡亲秉承爱国、爱港、爱家乡、爱社团的
情怀，积极参与“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为香港繁荣
稳定和海南家乡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大会共
表彰了7个杰出社团、12位杰出社团领袖、35位金
奖义工、39位银奖义工和46位铜奖义工。

肖杰在致辞中向获奖杰出义工表示敬意和祝
贺。他说，刘赐贵书记、沈晓明省长十分关心支持旅
港海南乡亲，签署了新春慰问信，充分体现了对香港
琼籍社团、广大乡亲开展爱国爱港爱家乡活动的肯定
和积极参与助力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的殷切
期望。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建设正在
加紧推进，希望各位乡亲发挥优势，踊跃参与到自贸
港建设中来，回到家乡学习、工作、创新创业，分享海
南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在表彰大会前夕，肖杰走访看望了香港琼籍社
团领袖、义工骨干及旅港乡亲，并在香港海南社团总
会召开座谈会，宣读了省委、省政府新春慰问信，与广
大琼籍社团领袖和广大旅港乡亲面对面交流，共叙乡
情友情亲情。张泰超、李文俊、张学修、莫海涛、朱鼎
健等社团领袖作了交流发言，畅谈对慰问信的感受，
纷纷表示将积极响应海南号召，推介海南、投身海南
建设，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
者邵长春 通讯员林欣）1月12
日，海口市首批集中开工公共充
电基础设施示范项目——车库
电桩充电站在海口市保税区充
电站举行了集中投放运营仪式。

据悉，仅海口保税区一个
充电站，每天就可以不间断为
500台新能源汽车提供快捷充
电服务。目前在相关部门支持
下，海南车库电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车库电桩）在海口
已完成17个集中式充电站建
设，约500个充电终端覆盖了

海口各区域，将于春节前陆续
通电，全部开通后可满足1.1万
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

“市民可就近给自己的新能
源汽车充电，常用的新能源汽车
只需要45分钟到1小时就可快
速完成充电，电费支出40多元，
可以驾驶300至400公里。”车
库电桩董事长高玮介绍。

省委、省政府对公共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将其
列为考核各市县工作事项加以
推进。去年发布的《海南省清
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要建成高效、智能的能源加
注基础设施网络，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
将海口列为全省推进汽车清洁
能源化的重点先行区域。

“司机开车进入充电站后，
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按
照流程提示，给自己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了。”深圳车库电桩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徐开凯说，建
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对于广大
市民来说，不但避免了所在小区
没有充电设施的麻烦，也能提供
一个比较宽敞的停车充电场所。

始终坚守初心使命
加快自贸港建设
◀上接A01版
要坚定不移锤炼党性，把牢理想信念“总开
关”，筑牢干事创业思想政治根基；要坚定不移
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让海南百姓和
全国人民都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要坚定不移发
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练就担当作为的
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坚定不移促进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好改革开放试验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以这次主
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
命，在推动建设自贸港进程中不断叩问初
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始
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切实把初心和
使命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推动海南自
贸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以
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海口海关原产地证书
助力海南产品远销海外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
张振豪 通讯员郝琳琳 王雅琼 朱琳）海口海关1月
12日透露，2019年，海关充分发挥原产地签证在国
际贸易中的作用，助力海南产品畅销海外。该关全
年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9702份，签证货值43.96
亿元，初步测算企业可享受关税优惠2.2亿元。

海口17个车库电桩充电站集中投运

将满足1.1万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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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门公园
凤翔湿地公园

双拥公园
海府一横路
滨海公园

保税区充电站
颐养公社

海南省肿瘤医院
双创广场

龙华区政府

海口市体育馆
市公安局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六东路
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辅路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1号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一横路

滨海大道28号
海口市保税区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五路与长滨西三街交叉口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西四街6号
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辅路
滨海街道龙昆北路19号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6号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三街2号

1

2

3

4

5

车库电桩海口市政府充电站

车库电桩海口金谷大厦充电站

车库电桩海口水岸星城充电站

车库电桩海口西秀海滩充电站

车库电桩海口汽车小镇充电站

海口市市政府17、18号楼中间

海甸三东路32号金谷公寓

海甸岛二东路水岸星城A小区

滨海大道西秀海滩公园停车场

海口市保税区汽车小镇4号楼地面

序号 场站 地址

17个充电站一览

毛超峰会见日本客人
本报讯 1月12日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毛超峰在海口会见日本佳能医疗系统株式会社客
人。 （鲍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