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相关岗位，具体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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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正值春运高峰，对承载
了省内主要交通运输任务的海汽控股
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的“大考”。一
个月严格防控，海汽控股交出一份合
格答卷：截至2月17日，公司安全生产
形势平稳运行，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和交通事故。没有发现通过客运车
辆传播疫情的情况。

这份合格答卷的后面，是海汽人
上上下下的严防死守。1月22日至2
月 17日，全司发班21327个，测量旅
客体温人数达到22.30 万人次；全司
共消毒车辆 16401 辆次，消毒站场

877次。1月 23日凌晨起，停发前往
武汉的长途客运班线。为了做好引
导安抚旅客工作，各汽车站利用
LED、宣传栏等向广大员工和旅客宣
传普及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及
时发布相关停班信息，积极妥善做好
汽车客票免费退票工作。从1月 28
日零时开始，对此前通过客运站、微
信公众号、联网售票平台等渠道购买
汽车客票的旅客，自愿改变行程需退
票的，全部给予免费全额退票（含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

为了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

序，公司下属的保亭、琼海公司积
极响应属地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做好重点人群和特殊群体的
应急出行工作。2 月 9 日至 17 日，
共发班 105 个，运送旅客 781 人；公
司下属的省际公司、琼海公司、贵
宾车队、定安分公司、陵水分公司、
屯昌分公司等 6家单位主动承担全
省应急交通运输保障任务，为海南
援助湖北医疗队免费提供机场接
送机等通勤保障服务，以优质的服
务赢得了出征白衣战士的赞赏和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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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设立的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一天也不耽搁的精神，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全力投入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向天下英才发出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海南省新设立的省属国有独

资企业。公司定位为海南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投资发展运营商，
专注于旅游全产业链投资、旅游新业态培育、旅游消费目的地打
造、国际化高端旅游项目开发、重要旅游设施建设和推进旅游产业
建设国际合作，致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龙头企业。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中，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加强疫情防控政策宣传，坚定必胜信心，凝聚形成疫情处置强大
合力。公司下属海汽控股与海旅控股均处于防控第一线，防控工作严峻，容不得一丝一毫失误。公司上下彰显国企担当，不但公司内部全力投入防
控工作，同时主动对接辖区政府社区，协助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公司上下严阵以待，蓄力待发，为疫情阻击战胜利后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做好充分准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商场作为人流密集的公共经营
场所，抓好商场疫情防控，不仅事关
商场自身安全稳定，还关系到市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保障。自疫情暴发
以来，海旅控股始终把抓好旗下海
南明珠广场和屯昌中心商业广场防
疫工作作为公司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在商场营业期间，加强卫生清
理，每天定期消毒 2次以上，确保商
场通风和整洁，并对商场进出人员
体温进行测量；设法采购符合要求
的医用口罩免费发放给公司职工、

商户和商场营业人员，切实做好对
商场工作人员的保护工作。在商场
停止营业期间，积极协调做好超市、
农贸市场正常运营保障工作，为当
地百姓正常生活提供物资保障。同
时，积极利用明珠广场和屯昌中心
商业广场LED、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等向广大职工和群众宣传普及预防
新冠肺炎疫情的常识，增强顾客自
我防范意识、公共卫生意识，形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即是责任。

公司从领导到员工主动取消春节休
假，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坚守疫情
防控一线。一个个基层党支部成为防
控的坚强堡垒。明珠广场党总支及时
帮助省中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解决保
障物资需求，确保了医疗队能够顺利
出征前线；负责旺豪超市营业保障的
明珠广场工作人员、服务屯昌中心农
贸市场正常营业保障工作的屯昌华盈
公司工作人员大多是党员或入党积极
分子，他们始终坚守一线，保障了防控
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海汽控股 | 严格执行防控措施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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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铁军谈企业人才战略：

公司是海南在建设“三区一中心”和全球最大、开放形态最高的自贸港背景下成立的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担当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投资运营商的使命和职责。公司致力于产业报国、为民服务的事业，而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公司不仅是产业建设的平台，也是培
养人才的场所，把人才视为最为宝贵的财富，将秉承“唯才是用、能者居位”的理念，积极吸引和聚集各专业领域的人才在企业长期工
作，并将创造良好的条件，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发挥员工的智慧才能，让其充分展示自身价值，跟上自贸港建设的大潮，实现他们的
远大抱负。公司还将实施长期人才培养计划，持续加强教育培训和能力提升，让人力资源不断转化为富集的人力资本，为公司构建长
期竞争优势做出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一个支部就是一座
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在中央、省委和省国资委党委统一带领

下，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带领
集团下属各公司和部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当先锋、敢打硬仗，
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力支持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切实保
障广大职工和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复工复产决

策部署，发挥国企担当，迅速贯彻落实复工复
产部署，启动人才招聘全力推进集团筹建工
作，为疫情结束后全力投入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打好抗疫复工两场硬仗

扎实抗疫炼队伍 积极复工保发展

一、招聘岗位

（一）公司职业经理人
副总经理（战略投资方向）1人
副总经理（金融发展方向）1人

（二）战略投资部
经理1人

战略管理岗1人
投资拓展岗3人
创新孵化岗1人

（三）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部
经理1人
会计1人
出纳1人

（四）金融发展部
经理1人

融资管理岗1人
基金管理岗1人
（五）人力资源部

经理1人
人才发展岗1人

薪酬福利管理岗1人
绩效管理岗1人
（六）法务合规部

部长1人
法务岗1人
（七）审计部

部长1人
审计岗1人
（八）综合部

部长1人
副部长1人

综合文秘岗2人
档案机要岗1人
信息技术岗1人

（九）党群工作部（含纪检监察室）
部长1人

纪检监察室主任兼副部长1人
党建岗1人

纪检监察岗1人
以上招聘岗位基本情况及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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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无违法及
失信行为。

（二）公司职业经理人年龄要求在
50周岁（含）以下，部门负责人年龄要
求在40周岁（含）以下，部门专业岗人
员年龄要求在35周岁（含）以下。

（三）公司职业经理人要求至少具
有10年以上企业或相关经济工作经

历，现任国内外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
职位；部门负责人要求至少具有8年
以上企业或党政机关相关工作经历；
部门专业岗人员要求至少具有5年以
上企业或党政机关相关工作经历。

（四）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上述年龄、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
均为2019年12月31日。部分岗位对
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有特殊规
定的从其要求。

三、薪酬福利和激励

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从优，人员
薪酬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组成，具体
面议。根据不同岗位和所做贡献，公司
还将给予符合国际惯例的、不同形式的
激励政策。

四、招聘程序

（一）按照个人网上报名、资格审
查、考试、考察或背景调查、体检、录用
等程序进行。

（二）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 2个

环节。
1.笔试。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招

聘岗位人数的比例不低于5:1方可进
行笔试，未达到比例的取消该岗位的
招聘。

2.面试。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的顺序，按照参加面试人数与招聘
岗位人数3:1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
未达到比例的取消该岗位的招聘。

3.考试总成绩采取百分制，按照笔
试、面试成绩各50%比例计算。应聘
同一岗位有2名以上考生出现考试总
成绩相同时，按笔试成绩高低顺序排
列；笔试成绩亦相同的，须进行加试，按
加试成绩高低顺序排列。

五、报名方式

可登录南海网官网、智联招聘、前
程无忧网站下载和填写《海南省旅游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聘登记表》，粘贴
1寸近期免冠彩色电子照片1张，并将
报名材料发送至hnlytz_2020@163.
com 进行报名，电子邮件主题须按
“应聘部门+岗位+姓名”格式填写，每
人限报 1 个岗位，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3月6日。

报名材料包括：
1.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应聘登记表（南海网官网、智联招聘、前
程无忧网站下载）。

2.有效期内的第二代身份证或护
照（身份证正反面合并一面，报名与考
试时使用的身份证件必须一致）。

3.学历证书。
4.学位证书。
5.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即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xlcx/lscx.
jsp）下载打印的学历认证材料（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二维码标识）。

6.相应岗位要求提供的专业技术资
格证、职(执)业资格证、获奖证书、任职文
件、奖惩文件、主要业绩介绍等材料。

除了《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应聘登记表》需增加提供电子版外，
其他报名材料随《应聘登记表》均应提
供扫描件并请打包扫描至一个PDF文
档中。

六、注意事项

（一）我司将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
信方式通知招聘各环节有关事宜，请确

保报名时所留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正
确、畅通，如因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不
正确或不通畅等原因导致未能参加招
聘各环节的，视为应聘人员自行放弃。

（二）请应聘人员在招聘过程中实
事求是、客观全面地提供个人相关材
料，凡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应聘或聘用
资格；已经聘用的，我司有权解除聘用。

（三）我司承诺对收集的相关应
聘资料严格保密，并仅用于本次招聘
工作。

（四）本招聘公告同步在南海网官
网、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网站发布，欢迎
登录查询。

（五）未来公司还将根据业务发展
陆续进行人员招聘，欢迎持续关注海南
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六）公司有权根据岗位需要及应
聘情况等调整部分岗位的招聘工作，并
对本次招聘具有最终解释权。

联系人：联系电话：0898-66761375
（符女士）

联系电话：0898-66713821
（罗女士）

特此公告。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海旅控股着力抓好旗下商场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