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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海南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招揽人才工作，根

据《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海南人才招揽计划将分两步走。海南还将为各类

人才提供自主创新创业、安家落户等方面的便利政策措施，鼓励各类人才在参与海南全岛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舞台上展身手——

招揽百万人才计划正式实施——

海 南 何 以 聚 英 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第二次全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启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调查将为新时期评价社会进步、民生福祉改善，测算居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依据

1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方式、时间分配以及生活质量发生了

巨大变化，有必要开展第二次时间利用调查

时间是一切财富中最为宝贵的财
富。很多人经常会问：时间都去哪儿
了？5月18日，本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
获悉，从时间维度全面反映我国居民生
产生活状况的时间利用调查前期准备工
作已经就绪，并于5月份起进入现场调
查阶段。

“所谓时间利用调查，就是采集调
查区域内特定人群在一段特定时间内使
用或配置时间的信息。”国家统计局社
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司长张仲梁
说，此次调查将为新时期评价社会进
步、民生福祉改善，测算居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依据。

记者了解到，时间利用调查是国际
社会普遍开展的重要国家统计调查项
目，也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各成员国
大力推行的一项社会统计调查项目。

在国际社会，时间利用调查很是
“流行”。执行时间利用调查、活用时间
利用数据，已经成为国际统计共同体的
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目前，已有美
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
南非等 85 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了时间利
用调查。

2008 年，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
我国第一次时间利用调查，首次获取了
我国居民时间利用数据。10 年来，我
国居民生活方式、时间分配以及生活质
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必要开展第二次
时间利用调查，以便了解相关情况。

张仲梁介绍说，根据 《2018 年时
间利用调查方案》，调查以自然人为调
查对象，通过被调查者连续记录其一天
24 小时的活动，获得居民在工作学
习、家务劳动、医疗卫生、健身锻炼、
旅游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上花费的
时间。

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在经济社会中
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价值呢？

“时间利用反映的是居民在各项活动
的时间投入，这为我们把握居民生活形
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考量方式。”张仲梁
说，通过时间利用调查，可以更好地考
察性别平等、区域经济差异，衡量有酬
与无酬劳动的规模，认识家庭、社会与
经济系统运行。例如，劳动时间能在一
定意义上反映劳动生产率，休闲娱乐时
间能在一定侧面反映幸福感。

其次，时间利用提供了观测经济社
会变迁的一个新视角。10 年前，广大群

众在读报纸、看电视上花了很多时间，
现在，接触媒介的时间可能更长，但大
部分似乎用在微信上了，有多少人，甚
至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微信聊天。通过分
析时间利用数据，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些
变迁。

“时间利用也是表达经济社会政策
的一门新语言。”张仲梁举例说，例
如我国有性别平等政策。要评价政策效
果，可以在男女比较收入的角度来评
价，也可以从男女时间利用的角度来评
价。实际上，通过时间利用数据，可以
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考察男女平等、儿童
照料、交通运输、闲暇娱乐、养老保
障、医疗健康、城市建设等范围广泛的
公共政策问题，观察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测度社会发展是否平衡
是否充分。

记者了解到，本次调查将在北京、
河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
东、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 （市） 开
展，每省 （市） 平均调查样本 2000
户，全国共调查约 2万户，调查对象约
6 万人。其他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方案自主开展调查。

在“一天当三天用”的工作状态
下，海南党政系统的公务员最近格外
忙碌。

近几日，他们日夜不停地为海南招
揽贤才。5月13日，海南省委七届四次
全会审议通过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
计划 （2018—2025年）》（简称 《行动
计划》）。当晚，海南省组织召开新闻
发布会，详细解读 《行动计划》。一场
声势浩大、力度空前的招揽人才计划正
式实施。

开放的海南需要各路英才

“百万人才”，海南需要这么多人
才？这些人来海南后都可以干啥？海南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王瑞连表示，功以才成，业
由才广，招揽百万人才是为了让他们参
与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涵盖各个重点领域、
重点产业，包括高层次人才和一般人
才，覆盖党政人才、事业单位人才、企
业人才和社会人才等各类人才。

“这些人才，通过政府手段调配的
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大量的还是依靠
市场手段去配置，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吸
引、留住和用好人才的主体作用。”王
瑞连说。

人才来了具体干啥？实际上，《行
动计划》中已有设计。

《行动计划》 提出，大力支持创新
创业载体建设。一流的平台集聚一流的
人才，在中央支持下，海南将建设航天
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国家深海基地
南方中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国
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5大平台，相关高层
次人才可以进驻工作，“省级以上一流
学科和优势 （特色、重点） 专业将获最
高500万元资助”。

各类人才还可以到重点产业企业工
作。“企业是人才需求最多的用人主
体，能否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关键是
看几十万家企业的岗位需求有多少、所
提供条件是否有吸引力、人才是否有用
武之地、个人价值能否得到体现。”王
瑞连说。

为人才提供前所未有发展机遇

吸引各路人才，海南有哪些大招？
《行动计划》 特别强调，积极推动

海南省 6类重点产业园区开发建设，通
过综合招商、项目带动、团队引进，大
力集聚具有一定规模和良好成长性的企
业，重点引进符合海南产业需求的高新
技术企业，引导企业建立与现代企业制
度相符合、与国际接轨的用人制度。

对于众创联盟、创业社区等新型孵

化机构，海南将提供最高 1000 平方米
的 3 年零租金创业场所或最高 500 万元
租金补贴，通过各类园区、企业、创新
基地等载体来集聚人才。

据了解，海南将为各类人才提供自
主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海南建设全岛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给各类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海南鼓励各类人才在市场的广阔
舞台上一展身手。

为支持人才创新创业，《行动计
划》一方面为各类人才来琼创业提供支
持，比如创业人才可向有关金融机构申
请最高 200 万元、最长 5 年期限的信用
贷款或保证担保贷款；可在入驻园区申
请 100 平方米以内、3 年内零租金的办
公用房；另一方面为科技人员离岗创业
松绑，允许其在事业单位保留身份、人
事关系、社会保险 3年，通过营造宽松
的创业环境，让有志于创业的事业单位
科研人员安心创业。

海口市公安局户政处处长鲁凌波表
示，海口市公安局各分局都派了工作人
员到活动现场提供人才落户业务的办理
和咨询服务。材料完备、符合条件的申
请人在递交申请后，一般 2 个至 3 个工
作日就能办结。材料有欠缺的申请人则
需补充材料，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办结。

据了解，为给各类人才来琼就业、
创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人才服务，目前
海南正着手建设省级“一站式”人才服
务平台。

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海南招揽人才的大动作让人想起30
年前“十万人才闯海南”的情景。据老
一辈“闯海人”回忆，当年来自全国各
地的大学毕业生齐聚海口三角池找工

作，“拿到报到信的人心里似乎都有了
依靠”。

30 年前的这一幕在 5 月 14 日重新
上演。“百万人才进海南——海口在行
动”当天在三角池举行，曾经承载了一
代“闯海人”梦想和激情的海口三角池
再次成为人才的聚集地。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因政府、企
业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办理落户非常
高效，从提交材料到拿到准迁证，最快
一天就可以完成，公安部门还能提供送
证上门服务。由于看中海南未来的发展
前景，不乏放弃“北上广深”户口来海
口落户的人才。

据统计，活动首日，前来了解咨询
人才政策和求职人员累计 2100 余人
次，收取简历 515份，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 35 人。现场受理人才落户 120 人次，
签发《准予迁入证明》81张，发放户口
簿5本。

5 月 14 日 10 时，老家在吉林长春
的郑淼从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工作人
员手中郑重接过了 《准予迁入证明》，
这也是《行动计划》审议通过后，海口

发出的首张准迁证。
“我 9点 50分开始排队，10点就拿

到 了 准 迁 证 ， 速 度 非 常 快 ， 超 乎 预
期。”郑淼介绍说，自己本科毕业于吉
林艺术学院，目前在海口市秀峰实验学
校任美术老师，在海口工作已经两年
多。郑淼说，前两年也想过要落户，但
咨询政策后，觉得资料、流程很复杂，
就放弃了。昨天学校通知说，可以协助
外地老师办理落户，郑淼昨天下午就去
龙华分局办证中心提交了材料，没想到
今天上午就拿到了准迁证。

海南正如火如荼开展招揽人才工
作，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海南省委副
书记、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军表
示，海南招揽人才计划将分两步走，到
2020 年，吸引各类人才 20 万人左右，
重大人才工程项目成效明显，重要人才
平台载体建设进展顺利，人才公共服务
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到 2025 年，实现

“百万人才进海南”目标，基本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体现海南特点、与国际接
轨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基本形成人才
集聚新高地。

冲业绩不应侵犯员工休息权冲业绩不应侵犯员工休息权

入夏功课你做好了吗入夏功课你做好了吗

日前日前，，有消息称泰禾集团华东公司为冲刺上半年业有消息称泰禾集团华东公司为冲刺上半年业
绩指标绩指标，，要求总监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从即日起到要求总监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从即日起到 66 月月
3030 日取消所有休假日取消所有休假。。该公司还倡议总监以下员工放弃该公司还倡议总监以下员工放弃
所有休假所有休假，，积极主动承担工作任务积极主动承担工作任务。。这种为了冲业绩这种为了冲业绩、、达达
指标强制加班指标强制加班、、倡导加班的做法倡导加班的做法，，引发网友关注争论引发网友关注争论。。

上海网友上海网友““黄浦江畔黄浦江畔””：：““牺牲自我牺牲自我””和合理休假和合理休假，，哪个哪个

更重要更重要？？

主持人主持人：：公司在倡导奉献情怀的同时公司在倡导奉献情怀的同时，，不应忽视员工不应忽视员工
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营造良性企业文化的同时在营造良性企业文化的同时，，公司更要注重公司更要注重
内部管理内部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考勤管理方式建立科学有效的考勤管理方式。。公司既要激公司既要激
励员工锐意进取励员工锐意进取，，也要注重对于员工休息权的保护也要注重对于员工休息权的保护。。需需
要注意的是要注意的是，，法律规定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修改或者决定
有关劳动报酬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劳动安全卫生、、保险保险
福利福利、、职工培训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应当经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与工会
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
要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一般每
日不得超过日不得超过11小时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在
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
过过33小时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36小时小时。。劳动者根据用人劳动者根据用人
单位的要求单位的要求，，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提供了额外劳动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提供了额外劳动，，用人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加班费单位应当支付加班费。。

北京网友北京网友““繁花繁花””：：如今如今，，有的公司推行有的公司推行““弹性工作时弹性工作时

间间””，，是否还需要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是否还需要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

主持人主持人：：按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
间不超过间不超过88小时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44小时的工小时的工
时制度时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
劳动定额标准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用
人单位安排加班的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
付加班费付加班费。。例如例如，，有的公司虽然主张公司实行弹性工作有的公司虽然主张公司实行弹性工作
时间时间，，不强制要求员工的到岗工作时间不强制要求员工的到岗工作时间，，但无法就此提交但无法就此提交
打卡记录等有效的考勤证据打卡记录等有效的考勤证据，，公司应就此承担相应的不公司应就此承担相应的不
利责任利责任。。

山东网友山东网友““广阔天地有作为广阔天地有作为””：：如果因为这种强制加如果因为这种强制加

班产生劳动纠纷班产生劳动纠纷，，如何算加班费如何算加班费？？

主持人主持人：：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基数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基数问题。。一般而言一般而言，，加加
班费的计算基数应根据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所获得的班费的计算基数应根据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所获得的
工资报酬予以确定工资报酬予以确定。。实践中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有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以劳动者月工资中的一部分定以劳动者月工资中的一部分，，如如““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岗位工岗位工
资资””为加班费核算基数为加班费核算基数。。其实其实，，从法律角度讲从法律角度讲，，这种约定这种约定
侵犯了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侵犯了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从大量司法审从大量司法审
判案例来看判案例来看，，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如果就此主张加班费差劳动者如果就此主张加班费差
额的话额的话，，人民法院都会支持这一诉求人民法院都会支持这一诉求。。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从上周末起从上周末起，，气温仿佛开足马力气温仿佛开足马力，，一路飙升一路飙升。。全国全国
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高温热浪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高温热浪，，据北京市气象部门消息据北京市气象部门消息，，
北京已于北京已于55月月1010日正式入夏日正式入夏，，较常年提前较常年提前99天天。。夏天就夏天就
要到了要到了，，你会想起什么你会想起什么？？是空调送出的清风徐来是空调送出的清风徐来，，还是还是
花露水喷洒的清凉薄荷味儿花露水喷洒的清凉薄荷味儿，，又或是冰镇西瓜和饮料带又或是冰镇西瓜和饮料带
来的透心凉……不过来的透心凉……不过，，这些夏天大家都爱做的事这些夏天大家都爱做的事，，也暗也暗
藏不少风险藏不少风险。。请听本期主持人的解答请听本期主持人的解答。。

广东网友广东网友““小小蛮腰小小蛮腰””：：到了夏天到了夏天，，怎么能没有烧烤和怎么能没有烧烤和

冰镇饮料冰镇饮料。。夏日饮食夏日饮食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主持人主持人：：入夏以来入夏以来，，气温逐步升高气温逐步升高，，冰镇饮料尤其是冰镇饮料尤其是
碳酸饮料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首选碳酸饮料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首选。。但如果长时间喝碳酸但如果长时间喝碳酸
饮料饮料，，特别是冰冻的碳酸饮料特别是冰冻的碳酸饮料，，患上患上““可乐牙可乐牙””（（牙齿酸蚀牙齿酸蚀
症症））的几率会大幅上升的几率会大幅上升。。此外此外，，碳酸饮料含有较多碳水化碳酸饮料含有较多碳水化
合物合物，，被身体吸收后转化为脂肪被身体吸收后转化为脂肪，，容易引起肥胖容易引起肥胖，，并加重并加重
胰腺等消化器官的负担胰腺等消化器官的负担。。

同样同样，，夏季的晚上夏季的晚上，，叫上三五好友到烧烤店吃喝叫上三五好友到烧烤店吃喝，，
固然是种享受固然是种享受，，但是由于烧烤摊的卫生普遍不达标但是由于烧烤摊的卫生普遍不达标，，食食
物质量往往也不过关物质量往往也不过关，，长期吃这种不洁的食物长期吃这种不洁的食物，，极易生极易生
病病。。所以所以，，纵然烧烤和冰镇饮料是夏天的标配纵然烧烤和冰镇饮料是夏天的标配，，可冷热可冷热
食用不仅不利于消化食用不仅不利于消化，，还切记不能过量还切记不能过量，，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卫生卫生。。

陕西网友陕西网友““秦腔古韵秦腔古韵””：：炎炎夏日炎炎夏日，，又到了空调体现它又到了空调体现它

自身价值的时候了自身价值的时候了。。吹空调吹空调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注意什么呢？？

主持人主持人：：高温酷暑高温酷暑，，在空调房里待上一天可能是大多在空调房里待上一天可能是大多
数人的梦想数人的梦想。。不过不过，，吹空调可千万注意吹空调可千万注意，，虽然空调并不产虽然空调并不产
生一氧化碳生一氧化碳，，但开空调时紧闭房门但开空调时紧闭房门，，导致人长期身处空气导致人长期身处空气
不流通的环境不流通的环境，，容易患上容易患上““空调综合征空调综合征””或或““空调病空调病””。。另另
外外，，空调长期使用空调长期使用，，过滤网和散热片上会积累大量灰尘和过滤网和散热片上会积累大量灰尘和
细菌细菌，，长期不清洗或长时间吹空调易感染微生物引发的长期不清洗或长时间吹空调易感染微生物引发的
疾病疾病。。

江苏网友江苏网友““生若夏花生若夏花””：：夏季该如何正确使用花露水夏季该如何正确使用花露水、、

蚊香片呢蚊香片呢？？

主持人主持人：：夏季来临夏季来临，，花露水是驱蚊止痒花露水是驱蚊止痒、、提神醒脑提神醒脑、、除除
菌杀菌的一大神器菌杀菌的一大神器，，但若使用不当则很可能危害人体健但若使用不当则很可能危害人体健
康康，，使人身体发痒使人身体发痒、、冒冷汗等冒冷汗等。。而且而且，，花露水含有一种叫花露水含有一种叫

““伊默宁伊默宁””的成分的成分，，可使蚊虫丧失对人叮咬的意识可使蚊虫丧失对人叮咬的意识，，但也会但也会
导致一些人皮肤过敏导致一些人皮肤过敏。。此外此外，，花露水中含有花露水中含有 7575%%的酒精的酒精
和和 55%%的香精成分的香精成分，，一旦靠近火源就会点燃一旦靠近火源就会点燃，，所以一定要所以一定要
避开火源使用和储存避开火源使用和储存。。

为了夜晚睡得香为了夜晚睡得香，，很多人便整夜点蚊香来驱赶蚊虫的很多人便整夜点蚊香来驱赶蚊虫的
干扰干扰，，但整夜点蚊香睡觉会给人的健康带来较大危害但整夜点蚊香睡觉会给人的健康带来较大危害。。由由
于蚊香的主要成分是具有杀虫作用的药剂于蚊香的主要成分是具有杀虫作用的药剂，，人一旦吸收过人一旦吸收过
量可能会导致不适或疾病量可能会导致不适或疾病。。此外此外，，蚊香燃烧还会消耗掉室蚊香燃烧还会消耗掉室
内的部分氧气内的部分氧气，，对人体健康不利对人体健康不利，，需适量使用需适量使用。。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