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日，由珠海市南
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主办的第57届“英才
珠海”中高级人才网络、
现场联合招聘会在市体
育中心举行，这也是珠
海年后首场大型人才户
外招聘会。本届招聘会
入场企业数、岗位数均
破历史纪录，共有497
家用人单位入场，提供
职位数4478个，岗位数
13367个，当天进场求
职人数14300余人次 ，
企业收到简历数10075
份，初步达成意向1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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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场大型人才招聘会“英才珠海”火爆举行

招聘企业及岗位数均创新高

招聘会上，“国有企业专
区”是最火爆的区域之一，其
中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大横琴）携6家子分公司参会，
招聘职位近 200 个，岗位近
500个，招聘摊位前“门庭若
市”。该企业对房建类专业人
才的需求度较大，特别电气工
程师、暖通工程师、岩土工程
师、招投标管成本管理、幕墙
工程师、物业项目经理、招商
及运营等岗位，截至上午11点
已收到100多份简历。

该企业人力资源部总监
钟丽红介绍说，本次大规模的
招才引智，是为了响应和支撑
公司2018年的业务发展及未

来几年的总体战略规划。今年
大横琴预计投资规模将超过
300亿，而专业度高、学习力和
创新力强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将是保障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
资源和有效动力。“横琴新区最
新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如快速
落户通道、引进人才租房和生
活补贴、特殊人才奖励、优质教
育资源等系列政策对横琴企业
的人才招聘方面帮助很大。”钟
丽红表示。

记者还发现招聘会上特
设了“珠海市市、区人才政策
咨询服务处”，以方便用人单
位和求职者咨询最新人才政
策细则。

聚焦点4

国有企业专区最火爆

□本报记者 王芳

本届招聘会岗位需求达
13367 个，比 2017 年增长约
27%。

本届招聘会职位需求排名
前三的分别是生产/制造类、机
械/机器设备/仪器仪表类、销售

业务类。学历方面，专科学历
需求最大，空缺岗位5523个，
占总需求的43%；本科以上学
历需求岗位为2934个，占总需
求的23%，表明珠海企业对中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聚焦点1

岗位数同比增长27%

统计显示，本次招聘会
提供岗位数量最多的是珠海
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
称 珠 海 长 隆），共 764 个岗
位，同样创历史新高。珠海
长隆招聘负责人介绍，公司
正在新建海洋科学馆和航海
酒店，酒店定位较为高端，届
时会有新的旅游服务亮点，
预计今年入园游客将创新

高，因此需要大量人才补充
和人才储备。

据了解，本届招聘会酒店
旅游类、餐饮娱乐业岗位需求
同比增3倍以上。今年我市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部署“加快建
设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预计今
年珠海旅游服务业人才需求将
进一步拉高。

聚焦点2

旅游服务业人才需求旺盛

港珠澳大桥即将正式通
车，相关岗位的人才招聘工作
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记者发
现，负责港珠澳大桥口岸的交
通、物业、商业管理工作的珠海
创投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也在招聘会上亮
相。该公司共提供 307个岗

位，多集中在“交通管理、物业
管理、商业管理”等专业，大部
分岗位要求具有一定工作经验
并能熟练掌握最新软硬件应用
技术的人才。企业招聘负责人
表示，近期成功录用的求职者
最快3至4月到岗，届时将从
事口岸运营管理的各项工作。

聚焦点3

港珠澳大桥管理岗位招才纳贤

求职人员精挑细选，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人才招聘会现场异常火爆。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报道：
为进一步推广绿色发展理念，
助力我市美丽乡村建设，3月
11日，“保护母亲河”新农村植
树护绿志愿行动在斗门区莲洲
镇大沙农场正式启动。

本次志愿服务行动由珠海

团市委、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
委会共同主办，该行动将公益、
交友、健康等元素与志愿服务
相结合，通过开展植树护绿、环
保健康主题的相关活动，传递
爱绿护绿正能量。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志

愿者们搬运树苗、固土定植，热
火朝天。来自团市委、中国电
信珠海分公司、南航珠海航空
有限公司、南航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正方控股有限公司、金嘉
创意谷的35名志愿者现场被
分成十个小组，三人一组、分工
配合。大伙儿干劲十足、挥锹
培土，一株株落叶杉很快就成
行成片。

此次植树活动共种植树苗
225株，村道在志愿者们的齐
心努力下增添了新绿。

团市委副书记林晓军介
绍，3月至6月期间，团市委将
组织开展多项植树造林和生态
环保主题活动，面向广大市民
普及护绿、护河知识，宣传林
地、湿地等自然资源在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广大青
年朋友提升植绿爱绿意识。同
时，团市委也号召爱心企业冠
名建设公益林，在村道、渠系和
闲置地、边角地等位置，开展认
种、认养、认捐林木绿地活动，
护河固土、美化村貌，以实际行
动助推我市绿色生态发展。

护河固土 美化村貌
团市委组织开展新农村植树护绿志愿行动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3月11日上午，平沙镇平塘社
区党总支、平塘社区团支部组
织社区志愿者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为社区、为家园添一片绿
色。

该社区党员志愿者和“小
红星志愿者”约50人参与了活
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红色雷
锋月 绿色志愿行”。参加种树
的志愿者们带着锄头、铲子等
工具来到平塘紫薇花党建基
地，大家两三人一组，相互协
作，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种起
树来。

活动现场到处都能看到志
愿者忙碌的身影，呈现出一片
热火朝天、春意浓浓的景象。
待挖土完毕，志愿者们有的扶
树，有的用铲子给树培土，有的
提着水桶给树浇水，还有的在
给树木松土、修剪枝型。一个
上午下来，共种植小叶紫薇
100株。

平沙镇平塘社区举行义

务植树活动

50名志愿者种
植树木100株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日前，由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组
织召开水利工程竣工验收专题
工作会议。记者获悉，经过严格
评审，我市乾务赤坎大联围平沙
东堤、斗门西堤工程通过竣工验
收。

据了解，本次验收的两项水
利工程分别为：乾务赤坎大联围
平沙东堤工程和斗门西堤工
程。其中，平沙东堤位于高栏港
经济区平沙镇鸡啼门水道右岸
入海口处，工程堤防全长4.465
公里，新建金斗窦一座，概算总
投资 2776.93 万元。工程完工
后，办理移交手续，由平沙镇水
利所负责运行管理。而斗门西
堤位于斗门区斗门镇，虎跳门水
道左岸。工程堤防全长13.981
公里，新（重）建水闸9座，概算
总投资25990.38万元，工程完工
后办理移交手续，由斗门镇水利
所负责运行管理。

以上两项目工程建成后经
历了多年的安全运行，尤其经过
2017年“天鸽”超强台风及历年
汛期洪水和台风暴潮的考验，有
效地缓解了围内的防洪排涝压
力，保障了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上，竣工验收委员会依据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SL223—2008）要求，依次查阅
平沙东堤、斗门西堤工程有关资
料，观看工程建设声像资料，听
取工程建设竣工验收自查、工程
施工管理、工程建设监理、工程
设计、运行管理、工程质量和安
全监督等工作报告后，讨论并通
过了竣工验收鉴定书。

至此，我市已完成南水沥、
三前闸、莲洲堤段、平沙东堤、斗
门西堤等五宗水利工程竣工验
收，有效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升防洪抗汛能力

我市两项水利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11 日，市科普志愿者协会第一
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来自我市各界科学工作者数十
人汇聚一堂，共商科普服务大
计。会上，市科普志愿者协会宣
布成立8个专业委员会，分工协
作，推动我市科普工作系统化、
规范化发展。

市科普志愿者协会自成立
以来，凝聚团结科学工作者力
量，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共同开
展科普服务工作，成为我市传播
科学文化、服务大众的一支重要
力量。协会还协助政府推进政
策性科普工作，推动科普理论研
究，促进全民科普工作广泛开
展。此外，协会酝酿设立科普志
愿者基金，开展各类慈善活动，
奖励优秀科普志愿者等。目前，
协会拥有会员170多人。

会上，组建设立包括气象专
业委员会、青少年科技教育专

业委员会、医疗保健专业委员
会、女性健康专业委员会、慢病
防控专业委员会、健康种植养
殖与养生专业委员会、基础教
育专业委员会、航空专业委员
会八个专业委员会，推动各个
领域、相关学科的科普服务工
作。同时，就今后一段时期的
重点工作，也作出相应的部
署。一是开展公益惠民活动，
弘扬创客文化、创客精神；二是
推进青少年科技竞赛，鼓励青
少年创新；三是以科技工作者
为本，服务科技工作者成长成
才；四是推进“科普惠农”，构建
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五是
开展“智富行动”，助力脱贫攻
坚扎实推进；加强旅游科普，助
推我市旅游发展；六是做好“科
技信息服务”，助力我市创新驱
动；七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加
强科普能力建设，推动全市科
普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科普志愿者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推进全民科普工作开展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3
月11日下午，市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下称“市知联会”）召开年
度总结表彰大会，总结回顾2017
年工作，安排部署2018年工作，
对2017年度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和优秀会员进行表彰。

会议指出，市知联会在新时
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发挥
好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
参政议政的作用，谋划做好今年
暑期座谈会调研课题。要做好
年度计划，将市知联会层面统筹
的活动打造成精品。要加强与
省和有关地市知联会、有关高校

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
等的横向联系，结合精准扶贫、
社会服务，把握好毗邻港澳的
区位优势，发挥市知联会高端
智库的作用，为珠海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党外知识分子的力
量。

据悉，市知联会是市委统战
部领导下具有统战性、知识性、
联谊性的社会团体。长期以
来，市知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智力优势，广泛开展联谊
交友，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活
动，积极建言献策、服务社会。

市知联会召开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谋划推进我市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上接 01 版）这是彰显程序
正义的法治实践——

在此之前，代表们在本次大
会开幕当天就听取了关于宪法修
正案草案的说明。随后几天内，
代表们进行了认真审议、充分表
达意见，一致赞成将草案提请大
会表决通过。

这是新时代宪法与时俱进的
生动步伐——

代表们认为，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写入宪法，体现了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新要求，确认了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
果，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愿望。

这是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
最高立法机关第五次对国家根本
法的修改。从党中央提出建议，
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

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
议，再到大会期间多次审议、补充
完善、投票表决，这段法治进程，
是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体现出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
一，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巨大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基层法院审
判庭庭长厉莉倍感振奋：“亲历宪
法修改，我感到无比神圣和自
豪。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官，我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践行宪
法精神，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
出更大贡献。”

“今天一定会写入历史！”全
国人大代表、社区党支部书记罗
应和走出会场时情绪激昂，“宪
法修正案高票通过，代表了人民
的心声，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
事，让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
心。”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历史性的庄严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