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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正是用人单位招工$旺季%#也
是求职者找工好时机& 应广大读者要
求#本报微博和$招工'找工%服务热线
!!"#$"!%继续开通# 需要招工和找工
的#请继续关注& 为了更加方便求职和
招聘单位掌握相关信息#本报服务热线
!!"#$"!%已和 $南国都市报找工招工%

微博实现即时联动#一个电话#你的信
息将会出现在微博上&

广大求职者和招聘者在致电本报
服务热线!!"#$"!%后# 我们的工作人
员就会立即将你的信息发布在 $南国
都市报找工招工%微博上&

新浪微博网址为(&''()**'+,-./+012+

0.*#343%$5434) 服 务 热 线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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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7日# 记者从海南省就业局获
悉#%月#!日至%7日#省人才市场8天来
已经连续举办了4场大型招聘会#有近

4万人参与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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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招聘会最显著的特点是大

型企业集团招聘力度较大& % 省就业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英利集团*海尔
集团*鲁能集团*海南移动*中海油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机*国美
电器等诸多知名企业前来招聘& 七天
时间共有3%5家用人单位到市场进行
现场招聘# 提供岗位数为#4#%#个#招
聘会进场人次约为53!4$人次#总体供
需比为7+7)#& 在所有的招聘单位中#大
中型企业占#$9# 与%$#$年同期相比
略有增加#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占
449#仍是供岗的中坚力量& 另外#大
企业集团提供的岗位相比其他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来说数量较多#椰国食品
一次性发布了#$$多个岗位#金海浆纸
业* 海马集团也同时发布了"$多个岗
位供求职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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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中非海南生源的省内毕

业生数量不容小觑#而文昌*琼海*澄
迈等海口周边地区的求职者人数也较
多#% 据省就业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
为# 从对入场求职者进行的抽样调查
来看# 海口当地的求职者占57+89#省
内其他市县的求职者占%$+59#外省来
琼求职者的比重占74+39左右&由此可
见# 省会以外的求职者比重已占据
4!+79#近%"$$$人次&

qr$stuJvwx.

以往择业较难的文秘专业在此次
招聘会上成为市场需求热门职位前三
名& 从市场对招聘企业的调查统计中
可以看到#销售依然占据需求榜首位#

"$9的参会企业都会提供销售类岗位#

可见目前企业发展的重点还是服务产
品在社会中的推广和普及# 其次#文
秘*设计*人力资源*技术*财务*储备
干部*业务助理等岗位类别较为热门&

据统计#在所有的招聘企业中#服
务业企业约有78$家#提供44$$余个岗
位#约占总数的!#9左右#其中商务服
务*零售服务*房地产服务*金融*物流
等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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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4日起至7月底# 省人才市
场还将推出#5场大型招聘会# 预计提
供近#$万个岗位&其中#%*7月份增推的
周五大型招聘会分别为(%月%4日 $天
涯职场%%$##新春首届万人大型人才交
流会)7月5日$天涯职场%第!届天涯综
合大型人才交流会)7月##日 $天涯职
场%建筑*建材*房地产*生物医药类大
型人才交流会)7月#"日$天涯职场%第8

届天涯综合大型人才交流会)7月%4日
$天涯职场% 营销*技术*管理*外经外贸
类专场人才交流会&企业发布职位可拨
打省人才市场电话!4%7!#3#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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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 今年!$岁#没有收入来源#想求看守*保安等活儿 #7$753$!3%3

许先生

等多人
求搬运工作 #7"8!85#$$#

郭同学 计算机专业毕业#现在是实习期#想找相关工作 #78$$54%#%$

王先生 想找份养猪的工作#要求月薪在#4$$元以上 #"""3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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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 想找一份绿化工作
#73$8!%"8%%

林先生
求厨师或司机工作#做过中西餐大厨#持:%驾照#有五

年驾龄
#4#$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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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想找一份保安方面的工作#要求包吃包住 #7$$!$5%78%

持;驾照# 有十多年驾龄# 熟悉岛内及海口市内交通路

线#求司机工作
唐先生

#"!$"3$!$!%

赵先生 湖北来找工<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想通过报社找份建筑工 $#"88!$!$3"5

海口金明悦照明

有限公司
招兼职业务员

许先生

#7"8!3"$"84

海口六龙观光巴

士公司

招有6#或67驾照的驾驶员*汽车维修工和电

工和乘务员#以上岗位均招若干名#还招文

员%名#要求董电脑

王先生

#74#""%#$!4

海南农施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招全岛送货司机#要求有驾驶证和资格证#熟

悉全岛交通路线

莫先生

#73$84!744"

海口永达纸品厂
招包装工人#男工4名#女工#$名#待遇#4$$

元左右#包吃住
梁女士
#7"8!$""3$#

!!38"!!7

海南中城物业公司
招保安数名*清洁工和绿化工各%名#保安要求

有担保人

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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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地华彩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招聘营销精英 要求(富于挑战精神*心理素

质良好*吃苦耐劳*勤奋好学*语言表达能力

好#具备良好的沟通*应变能力#有营销经验

者优先& 月薪=底薪>业务提成& 试用期底薪

#$$$+%4$$元)转正后底薪 7$$$+!$$$元

崔小姐

张小姐

!"4$44""

!"43"3%$

想招一名保姆#年龄在54岁以下#月薪##$$

元
杨女士

杨女士

#7!3"3%#%48

博鳌锦江温泉酒店 招前台接待工*客房工*保安*园林工*行礼工 郭主管

#73$84%%%77

世纪物业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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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雄化工有限

公司

招仓管#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年龄5$+44

岁之间#待遇#4$$元#包住

李先生

#7"8!7%%3!3

3

#$

招聘副总经理*企划经理*招商员*商管员*商

管经理*百货类招商经理

吉兴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刘女士

!!#$%44#

招聘保安一名
柯先生

#"38!7!38!%

亚澳汽车修理厂 招板钳工*喷漆工和学徒#待遇面谈
李先生

"""!""4!

中视物业
招保安#$名#要求身高#+8$米以上#年龄%$+

7$岁之间#待遇#$$$元以上

张女士

#7"$84!5888

海口启航贸易有

限公司

!!

招商场导购员若干名# 待遇#4$$+++7$$$

元)还招市场专员和店面主管#面议

任先生

#7!784587!!

卡迪美容美发中心

!"

招美发助理若干名# 男女不限# 待遇#%$$+

#4$$元#包吃住

符女士

#77$84743%!

中国城第六感茶餐厅 招收银员*服务员*保洁员#待遇8$$元到"$$元
潘女士

#78$847#!!4

!#

广州服装厂 招专门做衣服员工5$名# 待遇#4$$元*%$$$

元#去广州的路费由全付#有接送车##"岁到

7$岁#初中毕业以上

赵先生

#"8"3"%$537

海口白水塘路3号 招7*5名配菜工*!*8名保安
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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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你们南国都市报了, %%月
%7日# 汇通速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平致电本报# 在本报刊发其公司招聘
信息后# 她一天之内就找到了7名文
员#而且前来应聘的人员络绎不绝&

$其他公司通过你们帮助也招到
了自己想要的人才& %这是陈平从一些
业务上经常来往的企业了解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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