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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
——关注“百场万岗·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

■ 本报记者 袁宇

从技术员到初级专业技术人
员，再到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甚至成为技术专家、资
深技术专家，进入企业领导班子。

一张企业人才晋升通道图，引
起了求职者的关注。

12月21日，在海南“百场万岗·
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长沙站
现场，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建集团）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德海带来了该公司精心准备的素
材。关于企业人才晋升通道的解释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这次不仅要引进人才，
还要留住人才。”王德海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为此集团认真梳理了人
才最关心的内容，“一方面是岗位
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是职业的发
展前景，我们都做了精心准备”。

海建集团党委制定了海建金鹰
建设人才培养规划，明确各类人才
入职后的晋升机制，让人才能够看
到自己的职业未来。“我们要用8年
到10年时间，把一个走出校门的大
学生培养成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
管理岗位培养为部门主要负责人，
技术管理岗培养为高级工程师。集
团对人才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具体
的要求和规划。”王德海说。

“我们也希望人才能够更直观
了解我们公司、选择我们公司。”王
德海说，公司近年业务发展迅速，人

才需求大幅提升，“此次共提出了
50个岗位需求，全都是工程技术管
理岗。公司也坚持能者多得，给人
才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薪酬待遇。”

把人才最关心的问题用最直
接的方式展示出来，体现了海南用
人单位对待人才的坦诚与热忱。
来到现场的人才也接得住橄榄枝。

有6年工作经验的湖南人李水
光对海建集团印象颇佳，他希望找
一份工程类的岗位，这也与海建集
团的岗位需求相契合。他说，他一
直对海南自贸港充满向往，为此还
拒绝了多家公司的邀约，“此次专
程来参加招聘，希望能够顺利入
职，到海南自贸港工作”。

（本报长沙12月21日电）

海建集团精心准备宣讲素材，用人才培养规划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一张晋升图 一片热忱心

■ 本报记者 袁宇

自信起笔，潇洒落笔。
中南大学毕业生彭璐怡只用

了3秒，便在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
学的就业意向协议书上签完了自
己的名字。而距她在该校招贤台
前坐下，仅仅过去5分钟。

“我向往海南已久，遇到机
会当然不能错过。”签完协议书，

彭璐怡自信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这次校招会上，海南省内企
业、人才代表的宣讲让她更进一
步了解了海南全省的发展情况。

“海南各市县发展都很快，所以我
也把求职目光放到了全省。”彭璐
怡说。

在12月21日的海南“百场万
岗·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长
沙站现场，这样相互了解后的“秒

签”并不是个例。
在湖南理工大学求学的黄灏

是另一位“秒签族”。在从西南大
学临高实验中学招生人员处了解
学校的背景与环境后，他爽快地签
下了就业意向协议书。

“我这次与海南多所中学签订
了就业意向书，计划年后去海南
实地看看。”拿着刚刚签下的就业
意向书，黄灏的语气充满期待。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观察
到，这个由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
学、临高县博文学校、临高中学、
临高二中等四所临高当地学校
组成的招贤台十分火热。不到2
小时的时间就有 17名求职者先
后与各所学校签下就业意向协
议书。

“这次招聘质量很高。”西南大
学临高实验中学副校长李俊杰说，
通过简历与面试交流，能看出应聘
者都有不错的素养，“他们入职后，
西南大学优势教育资源平台将帮
助他们快速成长”。

学校组团招贤，产生了让人意
想不到的效果。临高县教育局副
局长吴钟熙表示，县里将为人才们
做好工作生活的保障服务，让人才
乐业又安居。

（本报长沙12月21日电）

临高多所学校与求职者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书

签约加速度 招贤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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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江华

12月21日，带着厚厚的简历
材料，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马
善恒早早就来到海南“百场万岗·
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武汉
站现场，期待着与海南来一次“双
向奔赴”。

“这几年，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有目共睹，海口更是个有魅力的城
市。”马善恒说，本次招聘中，他早
早相中“海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化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教师”一
职，为此他精心整理了自己近年来
的诸多科研工作成果，“希望能有
机会在海口安家立业”。

同样积极响应本次招聘活动
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周松，
一个早上的时间，他接连与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人力资
源集团进行了初步沟通，并互相留

下联系方式方便后续深入交流。
“这次招聘和以往不一样。”周

松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感
慨，“一是专门有海南省领导带队
对海南自贸港进行宣介，让我们这
些求职者感受到了海南对人才的
渴望和重视；二是岗位质量高，用
人单位都在人才培养上有明确路
径，我迫不及待想去海南看看。”

据了解，为提高武汉专场校招
活动质量，省委人才发展局、省教
育厅等相关部门积极发动高校、园
区等，结合武汉高校众多、专业门
类齐全、毕业生质量高等特点，围
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四大主导产业
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各高校、园区
对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
要，精心谋划，针对性梳理了一批
急需紧缺的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活动现场，海南大学、海南师范
大学、海南医学院等8所高校，以及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等3个重点园区，共带
来600多个岗位，既有教学科研岗，
也有行政管理岗，涉及多个学科专
业，待遇薪酬也十分具有吸引力。

琼台师范学院副校长韩君华是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来自华中
师范大学。在这次活动中，她既是

“东道主”，积极推介海南的就业机会
和琼台师范学院的优质岗位；也是

“连心桥”，针对武汉各高校毕业生的
不同特点开展协助对接，帮助毕业生
们更好了解海南、实现就业。

“本次招聘效果可观。”韩君华
展示着自己微信工作群里的聊天
记录，里面有不少学生反馈已在武
汉专场递交简历、达成就业意向，
还有一些没能来到现场的学生，也
纷纷表示希望能通过线上招聘的
形式参与到活动中来。

（本报武汉12月21日电）

海南“百场万岗·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武汉站求职者反响热烈

平台无限广 邀约诚意足

12月21日，海南“百场万岗·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武汉站现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热烈交流。
本报记者 邱江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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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12月21日，在海南“百场万岗·
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上海站
现场，参加招聘的杭萧钢构（海南）
有限公司不仅吸引了当地的高校毕
业生，还赢得了“海归”人才的青睐。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先进技术制造与系统管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岩宁，在杭萧
钢构（海南）有限公司的招聘台前
洽谈了半个多小时，当场便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
一笔一划在就业协议上写下自

己的姓名后，此前一脸严肃的张岩
宁终于露出了笑容。

“今天选择签约，不仅仅是自
己的专业知识与公司岗位对口，更
是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景。”
来自山东省菏泽市的张岩宁说，

“选择就业不一定都要瞄准‘北上
广’，海南自贸港也是很好的选择，
相信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关注海南、奔赴海南，为海南注入

更多活力，在海南开辟新天地。”
对区域经济发展，张岩宁也

有着自己的见解。“海南自贸港建
设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培育壮大
支柱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也能
为更多年轻人才提供干事创业的
平台。”他认为，如果成功入职杭
萧钢构（海南）有限公司，今后公
司在开展海外项目时，他的学科
专业知识和在海外生活学习的经
验，也能为他带来一定的优势。

（本报上海12月21日电）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张岩宁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

瞄准自贸港 开创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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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您好，我还想再咨询一下……”
12月21日举行的海南“百场万岗·四
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成都站现
场，成都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毕业生
夏依章第三次返回海南省疾控中心
的招聘台前展开了交流。

当天的招聘会上，现场洽谈环节
开始不久，夏依章就排在了海南省疾
控中心的招聘台前。

“您好，我是公共卫生专业的研
究生应届毕业生，我想去海南！”夏依
章的一句开场白，让省疾控中心微生
物检验主任技师曾祥洁放下简历，抬
头看了看眼前的年轻人。

“小伙子，你的专业跟招聘岗位

很对口。”曾祥洁直接拿出一份意向
书递了过去。

夏依章二话没说，低头就签了意
向书。

没过一会儿，夏依章又回来了。
这次，他又把简历递给了海南省疾控
中心主任罗会明。

“我是西北人，从小就听说海南
很美，可惜一直没去过。”夏依章说，

“看到海南省领导带队到成都宣讲，
能感受到海南对人才的重视和渴望，
也了解了海南的人才政策。您看我
是否有希望到海南省疾控中心工
作？”

一连串的“表白”让罗会明有些意
外。仔细看了他的简历后罗会明笑
道：“小伙子，你的专业很符合我们一

些岗位的招聘要求，意向书填了吗？”
“填了填了！那我就回去等电话

了！”夏依章很兴奋。
上午的招聘活动临近结束，夏依

章第三次来到海南省疾控中心的招
聘台。

“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些单位在招
聘公共卫生岗位，又投了几份简历。
但我还是对省疾控中心的岗位最感
兴趣。老师，您看我最适合哪个岗
位？”夏依章的真诚让曾祥洁忍不住
站起身来，将适合他的招聘岗位一一
作了讲解。

“同学，我也很期待能有机会和
你成为同事！”临结束前，曾祥洁拍了
拍夏依章的肩膀。

（本报成都12月21日电）

成都求职者“相中”海南省疾控中心岗位

三顾招聘台 十分海南情

■ 本报记者 马珂

“我们是带编带岗带协议来的！”
“我们有住房补贴！”
“有意去海南面试我们报销机票！”
……
12月 21日下午，海南“百场万

岗·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成都
站会场外，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携
部分医疗机构用人单位组成招才小
分队，走进成都中医药大学开展宣
讲。面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各单位亮
优势、引关注，现场“抢人”。

考虑到部分学生已返乡，成都中
医药大学特意以“线下+线上”的形式
开展了此次活动。“同学们，近几年海
南省委省政府对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给予大力支持，不仅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进行了标准化建设，还对省市三甲
医院进行选址重建，为引进人才搭好
平台……自贸港建设需要你们！”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少仕

的“开门见山”，让大家精神抖擞。
“这两位同学非常优秀！”成都中

医药大学的老师也现场推荐了两名
优秀研究生，“都是学校第一届的八
年制学生，不仅成绩好，各方面综合
素质也很高……”

“这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人！同学

们如果同意，我们现场就签！”潘莉说
话声音都高了两度。

“我们带编带岗来的！只要人才
足够优秀，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还
会帮忙协调人才后续保障问题！”陈
少仕的话，引起了现场一片掌声。

（本报成都12月21日电）

海南省卫生健康系统走进成都中医药大学线上线下同步“抢人”

进学校宣讲 为海南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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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海南招才引智团队（上海站）部分单位与上海部分高校代表，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展开交流探讨。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在12月21日的海南“百场万岗·四城同办”2023年校招活动长沙站现
场，中南大学毕业生彭璐怡与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书。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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