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596）始创于2002
年，其前身为三亚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
公司。2008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
2011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是海南领
先的建材产业综合服务商。经过多年
发展，公司初步形成了以大基建（商品
混凝土、水泥）、大生态（园林与环卫）、
大旅游（邮轮、特色小镇）的产业结构，
业务已扩展至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在
海南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型
多元化上市集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半年以来，琼岛发展热浪奔腾再向
前。作为首批总部企业的海南瑞泽一
直在奔跑，步伐更快、动力更强、产业布
局更优。当前，围绕一个中心（海南自
贸港建设）、依托两个平台（海南瑞泽院
士工作站及省级混凝土研究平台），海
南瑞泽积极打造三个版块（大基建、大
生态、大旅游），赋能海南自贸港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

1.全面负责项目定位、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的总体把控;

2.熟悉园林建设领域的发展动态，负责年度经营计划分解与达成，确保业务计划和经营方针落地实施。

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等工程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高级职称优先。

工作内容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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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岗位薪酬面谈

1.全面负责装配式建筑业务开发各阶段的工作;
2.全面负责研发、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设备的技术应用;
3.全面负责公司运营战略目标的建设、组织和管理，运营中的风险预测与经营成本进行管控，保障
经营目标的达成。
国内装配式建筑企业总经理及相似职位5年以上管理经验。

工作内容

任职资格

1

1. 负责混凝土生产整体运营管理工作;
2. 开展前瞻性技术研究、业务开展、制定推动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实施推进。
混凝土行业5年以上高层管理经验，高级职称优先。

工作内容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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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新成效
■ 罗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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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保姆”未必就是大材小用
■ 苑广阔

来论

微评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
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
战略决策。2020年6月1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公布，标志着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把《总
体方案》落到实处，奋力推动自贸港建
设开好局、起好步，海南的干劲正足。

系统谋划部署，严密贯彻落实。
自贸港建设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必
须进行系统性谋划与部署。《总体方
案》发布后，海南迅速行动，出台相关

文件，对全岛封关运作2025年前的工
作任务作出安排部署，明确责任主体、
主要措施、进度节点、目标要求等关键
事项。从机构部门设置、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深化极简审批、促进生产
要素自由便利流动、防范化解系统性
风险等方面探索制度创新，提升职能
管理水平，为贯彻落实《总体方案》凝
聚起强大的执行力。

抓准政策要点，高效有序推进。自
贸港建设涉及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方方
面面，必须抓准要点重点。加强推进11
个重点园区建设，率先在洋浦保税港区
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管理制度；
及时落实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和高端紧缺人才按照15%税率

征收；用足用好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免
税额度提高至10万元，免税商品品种增
至45种；“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建设、第
七航权政策、飞机租赁快速推进；等
等。扎实的政策落实取得了明显实效，
比如，免税销售额大幅跃升到每天约1
亿元；洋浦保税港区2020年6月1日至
11月25日，新设企业333家，约占2020
年已注册企业总数的93%。

引资引智并重，做大做强做优。
在项目投资和人才引进方面实现“双
轮驱动”，为自贸港建设提供强大支
撑。全省齐心协力抓投资，群策群力
抓项目，对重点项目“逢双月”集中签
约、“逢单月”集中开工；在推动国际人
才服务改革试点、建立高层次人才分

类标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先行先
试举措，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
港特色的人才制度体系正在形成。引
资引智成效显著，约半年时间，全省引
进各类人才约10.3万人，来琼工作居
留的外籍人才1.1万多人，已集中签约
3批140个高质量项目、签约额376亿
元，集中开工了3批434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1235.8亿元。

中央地方合力，共创发展新局。
自贸港建设不是海南自己的事，离不
开中央各部委及相关力量给予的大力
支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主动
指导，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措施；中央
组织部等部门，通过选派挂职干部等
方式壮大干部队伍；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牵头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开展
评估并建言献策。多方结合、齐心协
力，才能形成共同推进自贸港建设的
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省要认
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准方向、
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抓紧落实政策
早期安排，以钉钉子精神夯实自由贸
易港建设基础。《总体方案》发布以
来，海南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和

“干一件成一件”的韧劲，积极推进各
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我们相信，只
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善于作为，就
一定能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效。
（本文转载自12月21日《人民日报》）

“本科保姆”一词登上了热搜。近
日，上海开放大学首届家政学本科专
业招生在上海启动，这是全国第一所
开设家政学本科专业的成人高校。有
网友认为此举“对从业者和用人单位
都有利”，也有网友质疑这会造成人才
浪费。（12月21日《成都商报》）

“本科保姆”一词引发热议，主要
是因为名称本身。如果将“本科保姆”
改为“高端家政”，或许就不会如此
了。在不少人认知里，仍把“保姆”视
为较为低端的甚至是侍候人的职业，
尚不能接受其与“本科”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在上海开放大学首届家
政学本科招生启动之前，国内已经有
包括天津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
十多所高校开设了家政服务本科专
业，只不过这些院校没有打出“本科保
姆”的概念，所以没有引起外界太多关
注。不过这样也好，现在有了“本科保
姆”的称呼，正好可以在关注与争议
中帮助公众重新认识家政服务行业。

按照上海开放大学有关人士的介
绍，既然是“本科保姆”，自然属于家政

行业里的高端人才，学生学业有成以
后，就业范围并不囿于一线服务岗位，
更可能进入家政企业管理层，或者自
主创业成为更具现代服务理念的家政
企业掌舵人。可以想见，经过本科阶
段学习的“本科保姆”，将成为家政行
业里从理念到素质、能力都比较高的
群体，对提升家政行业水平很有帮助。

退一步说，即便一些“本科保姆”
进入到一线服务岗位，也不会是炒菜
做饭、洗洗刷刷的传统型保姆，而是

“管家型保姆”。实际上，国内之所以
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家政专
业，就是因为有了高端家政的市场需
求。一些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家庭，开
始雇佣“管家”管理家政事务，包括孩
子的教育、资产的管理等，这是传统意
义上的保姆无法胜任的。而“本科保
姆”的学习课程，除了传统的家政服务
技能，还包括营养学、心理学、人际关
系学等，毕业后进入家政行业，能够帮
助所服务的家庭成员提高生活品质。

总而言之，对“本科保姆”的出现，
没必要大惊小怪。至于“本科保姆”会
不会浪费人才，人们也不妨耐心等一
等再下判断。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近日发布了《APP广告消费者
权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报
告通过对APP广告行为分析发
现，58%的APP含有广告，其中
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而取
消微信个性化推荐广告，竟要过
11道关卡。

精准推送的APP广告有其商
业价值，但消费者也有选择的自
由。众多APP广告或没有“关闭
键”，或关闭时间过短，或关闭过

程“一山放出一山拦”，这种带有
强制色彩的做法，伤害的是消费
者的使用体验，侵害的是消费者
的选择权。

没有什么“关不掉”，关键就看
愿不愿意管。APP广告乱象的存
在不是一天两天，消费者的投诉也
绝不止一回两回。如果只是寄望
于相关商家“自清门户”，而不是明
确规则，强化监管，就难以治本清
源，还消费者一个清朗的空间。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新华网评：依法反垄断，箭已
在弦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
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这是中央
层面近期又一次提及“反垄断”。反
垄断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内在要求。反垄断不是对企业发展
的阻碍。在市场上，大树底下好乘
凉，无可厚非；可如果大树底下寸草
不生，那市场就是病态的。在高质
量发展的语境中，让好生意人做好
生意，让企业在生财的同时激发市
场生机、增进生活福祉，是一定要搞
好“依法反垄断”工作的核心原因。

@光明日报：警惕太极拳被人玩
坏。太极拳申遗成功，意味着太极拳
名头更响，关注度更高，国内外的拥趸
者会更多。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载体，与人发生着密切交集，不是玄乎
其玄的存在，不是马保国之流随意消
费的对象，假冒伪劣、哗众取宠、混淆
视听本质上是对非遗的糟践，对此
应保持警惕、坚决反对。看待好事、喜
事，中国文化素有“一则以喜、一则以
惧”的辩证态度。“喜”是欣慰、“惧”是
敬畏，面对“世遗后时代”，更要保持对
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忧患之感，避免
文化遗产被一些人“玩坏”。 （韩 辑）

近段时间，海南全岛
气温骤降，据天气预报，低
温天气还将持续。寒潮来
袭，全省民政系统迅速行
动起来，开展送温暖活动，
为困难群众送上御寒物
资，多举措保障困难群众
温暖过冬，基层群众对此
表示赞赏。

送温暖，送的是物资，
暖的是民心。海南冬天昼
夜温差大，加上寒潮带来
大幅度降温，势必给困难
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影
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党和政府及时为困难群众
送去御寒衣物、大米、食用
油等物资，不仅解了困难
群众的燃眉之急，也增强
了困难群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信心、勇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送温暖活动，不在
钱物多少，关键是真心实
意，尽可能为困难群众排
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送
温暖的真谛，在于通过这种行动，既让困难群众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又让干部从中了解百姓疾苦、掌握群众期
待，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困难群众期待
这样的活动，干部也需要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与
困难群众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沟通，嘘寒问暖、
倾听诉求，从而把准困难群众需求的脉搏，为困
难群众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帮扶。心心相印，

“供”“需”契合，也将进一步推动送温暖活动开
展得更深入更高效。

也应看到，送温暖不仅要注重节点，也要注重
平时。实际上，困难群众遭遇困难不仅在寒潮来
袭之时，也非集中在逢年过节一段时间，日常生活
中随时可能遇到各种困难：有的因灾因病生活陷
入困境，有的因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有的因种
种危机失去了工作……群众遇到困难，就需要托
底机制发挥作用。只有健全机制，时时关注，及时
施以援手，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彻底摆脱困境，早日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送温暖活动是一座连心桥，一头连着困难群
众，一头连着党和政府。夯实工作作风，下足绣花
功夫，用心用情用力把送温暖活动办实办好，让困
难群众既暖身又暖心，就能稳稳地托举起一份份
奔向幸福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