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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记者黄媛艳）记者今
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2014年“清凉一夏·最三
亚”涂鸦海报大赛和悬赏令·游记大赛日前已顺利
结束。经过近5个月的稿件征集、网络投票和评委
评选，作品《清凉一夏，最三亚》荣获最佳创意奖。

“清凉一夏，最三亚”涂鸦海报大赛以青春、毕
业、亲子、蜜月、啤酒、音乐、沙滩、椰林、比基尼等

“大三亚旅游圈”夏季旅游文化元素为创作基调，
从今年5月19日起，面向全国征集涂鸦海报。各
参赛作品通过官网活动专题页进行展示，并接受
在线投票点赞；组委会每月固定评选出月度人气
作品奖，奖品为一定价值的度假产品。

作品征集期结束后，由组委会根据网络投
票与专家评选结果评出年度最佳创意奖1名和
年度优秀作品奖10名。网友“@nmgjmw”以蓝
色为主基调，以人物玩帆板为故事核心，展示三
亚滨海风情的作品《清凉一夏 最三亚》成功夺
冠；《蓝色海洋》、《我在三亚等你》、《夕颜》、《金色
阳光》、《鹿回头》、《南海明珠》、《清凉夏》、《悠情夏
日》、《纯净的天空》、《海洋气息》等作品获得年度
优秀作品奖。

涂鸦海报大赛
评选结果揭晓
《清凉一夏 最三亚》夺冠

本报讯（记者黄能 通讯员钟文辉）为进一步
挖掘、传承黎锦苗绣文化，拓宽农村妇女就业门
路，丰富旅游文化内涵，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黎
锦苗绣培训班在该县七叉镇七叉村开班。

培训班特别邀请了5位技艺精湛的海南怡安
人力资源培训中心的老师前来授课，为七叉村85
名学员们进行为期22天的培训。培训采用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学员发放腰织机、图
纸等黎锦苗绣设备。学员们除了系统地学习看
图、挑花、挖花、牵线等织锦刺绣技艺的操作技艺
外，还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开展实践操作。经
过黎锦苗绣班培训并考试合格的学员，将取得相
应资格证书。

七叉镇党委书记卢维说，这次培训班旨在让学
员能尽快掌握、传承黎锦苗绣传统技艺，拓宽黎族、
苗族妇女增收致富之路，并为昌江计划举办“黎苗
风情体验游旅游月”活动和建设七叉木棉风情小
镇、苗村美丽乡村提供更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

黎锦苗绣培训班
开进黎村苗寨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为巩固旅游标准化
建设成果，海口将于近日再次启动旅游
市场整治工作，以杜绝宰客欺客现象，
迎接冬春旅游旺季，记者今天从海口市
旅游委获悉，海口的这一旅游整治工作
受到央视关注，10月25日央视四套《中
国新闻》栏目播出了这一新闻。

今年6月，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下发
了《关于确定第二批“全国旅游标准化
示范单位”的通知》，海口市与武汉市、

成都市、承德市等16个城市一同被评为
第二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城市
知名度、优越的旅游环境、领先的服务
水平全面叫响。据了解，旅游标准化示
范城市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海口旅游行
业的水平。以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
园为例，公园2011年10月被确定为国
家级旅游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成立
了标准化组织机构并制定标准化工作
规划。在标准化试点过程中，公园安装
了导游指示屏、空气质量显示屏、监控

摄像头等，方便游客的同时也确保了景
区内的安全秩序。火山口公园开展旅
游服务标准化试点以来，有效带动园区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显著提高，游客
入园人数每年平均增长达到20%，年门
票收入接近2000万元。游客增加并未
影响公园的服务质量，相反游客满意度
2013年达到98%，创历史最好纪录。火
山口公园还获得多项国家、省、市荣誉，
如“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安
全生产先进单位”、“优秀旅游景区”、

“香港人最喜欢的海南十大景区”等，这
一切都得益于旅游标准化建设。

获评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不
仅极大地创新了海口的旅游行业标准化
运行机制，而且提高了全市旅游企业管
理和服务水平。两年时间，海口实现了
从“试点”到“示范”的跨越，针对即将到
来的冬春旅游旺季，海口市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将联合各相关部门于
近日再次启动旅游业整治工作，进一步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旅游诚信体系

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打击价格欺诈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
统一、规范、有序、繁荣的旅游市场。

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针对冬春
旅游旺季的到来，海口还在旅游节庆活
动上进行了布局，婚庆节、国际旅游商
品交易会、欢乐节等活动将会陆续开
锣，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沉香
文化精品街中国香街、复兴城的国际进
口商品直营店、观澜湖·兰桂坊等新的
旅游购物点旅游景点也将陆续营业。

杜绝宰客欺客现象，迎接冬春旅游旺季

海口将再次启动旅游业市场整治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梁振
君）国际旅游岛的“金字招牌”正招揽来
越来越多的游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海南接待旅游过夜
人数2800.9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0.6%；旅游收入311.12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3.3%。

前三季度，我省各市县依托特色资
源禀赋，深度挖掘旅游资源，开发多元
化旅游产品，多渠道开展旅游营销，出
台了多项扶持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旅游业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海口、三亚、万宁出台财政奖励政

策，鼓励涉旅企业开拓客源市场。海口
红树林乡村旅游区、琼海龙寿洋国家农
业公园先后开放。三亚千古情、海口冯
小刚电影公社等景区、万宁奥特莱斯购
物中心等新型旅游项目建成开业。自驾
游、自助游持续升温，黄金周、小长假旅
游市场火爆。前三季度全省共接待国内
旅游者2751.68万人次，增长11.1%；入
境旅游者49.22万人次，下降9.2%。

前三季度海南接待
旅游过夜人数2800万人次

10月25日，参赛选手正在进行西餐宴会摆台技能竞赛。
当天，三亚市酒店及餐饮行业工会职工劳动竞赛在三亚高级技工学

校拉开序幕，来自33家酒店及餐饮行业的149名选手将参加中式烹饪、
西式面点、食品雕刻等多个项目的技能比赛。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向天 摄

三亚：
赛技能迎旅游旺季

旅游新 资讯

近日，在海口市西海
岸的慢行道上，两位市民
在海边跑步锻炼身体。
海口西海岸优美的环境
和良好的慢行设施吸引
着众多市民前来锻炼身
体，成为海口市民运动的
理想选择。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边运动
健身观景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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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行客服系统群升级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行将于2014年10月29日 00:
00 - 02:50和2014年11月14日 00:00 - 02:50对客服系统
群 进 行 升 级 。 在 此 期 间 ，通 过 我 行 电 话 银 行（95528、
4001095528）办理相关业务将受到影响，可能出现的受影响情况
以及应急处理建议说明如下，请您谅解配合为盼。我行将根据升
级实际情况酌情提前对外服务恢复时间，由此给您带来的诸多不
便深表歉意，同时，对您长期以来给予我行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2014-10-27

升级时间

2014年10月29日

00:00 - 02:50

2014年11月14日

00:00 - 02:50

受影响分行

全国所有分行

全国所有分行

受影响情况

可接入电话银行，

无法办理业务

无法接入电话银行

应急处理建议

通过我行网上银行等其他渠道办理相关业务。个人

紧急挂失请拨打95528或4001095528，按0转接。

通过我行网上银行等其他渠道办理相关业务。个人

紧急挂失请拨打021-61617186。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唯一的公
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院校
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5年我校
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80名，专业代
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4年10月 10日—31日每天9：

00-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2.现场
确认：2014年11月10日至11月14日(现场确认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
地点为准)。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 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
共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行外聘律师管理工作，我行拟建立
法律事务合作机构资料库，今后凡涉及我行的诉讼及非诉讼业
务需要外聘律师的，原则上均从法律事务合作机构资料库中挑
选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及执业律师。现向社会公开招聘，要求如
下：

1、律师事务所应当在金融法律服务等相关业务领域具有良
好的专业经验和服务业绩。

2、执业律师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较高的法律专
业技能，丰富的法律服务经验、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突出的
执业业绩。

3、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无被司法厅处分记录、无被列入行
业黑名单记录、无被媒体公开曝光不良记录、无损害工行利益的
记录等。

4、愿意接受我行对法律事务合作机构的动态管理，并接受
我行考评。

5、涉及具体代理事项的，仍须参加具体法律事务选聘程序
并在被选定后与我行签订代理协议。

6、保守在具体法律事务处理中知悉的我行业务信息及商业
秘密。

请有意向与我行进行业务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携带律师事
务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律师事务所简介、
律师执业证书、身份证、律师简介等有关材料，于11月7日之前
到我行报名。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材料我行一律不予退回，我行
审核完成后将以书面发函的形式通知最终入库的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0898-65343290,13648600712
报名地址：海口市和平南路3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法律事务部901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4年10月27日

关于建立法律事务合作机构库的公告

招标人：文昌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交易中心。代理机构：吉林省
恒一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文昌市东路镇西亭洋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建设规模：5881亩，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
343.5亩、灌排沟渠 30225m、田间道路 19850m、以及相配套桥涵设
施。招标范围：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详
见施工图）。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凡有意参加
投标者，请于 2014年 10月 27日至 2014年 11月 02日(法定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8：30时至 11：30时，下午 14:30时至 17:30
时 (北京时间，下同)，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http://
218.77.183.48/htms报名并购买电子版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网。联系人：莫工，电话：0898-68501677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理机构：深圳市建星

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龙华区城西镇头铺村十巷、十一巷
道路新建工程项目；资格要求：市政公用工程叁级（含）以上资质，拟派
项目经理具备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考
证。不接受联合体。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项目经理携本人及
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检察院出具的公司及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
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税务证、机构代码证、安考证和施工员、安全员、资
料员、材料员、质量员身份证和上岗证及本单位为上述人员所交纳的
2014年6月至今的社会保险。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
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由分公司负责人携带和项目经理于2014年10
月27日至2014年10月31日下午17:00前到海口市龙昆南路73号昌
乐园6栋2楼C房报名购买招标文件（标书：500元），售后不退。以上
证件验原件收盖章复印件。樊先生 15808904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