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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寨港红树林蜜蜂养殖
项目获世界环保大奖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刘贡）记者从海南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东寨
港红树林蜜蜂养殖”项目日前获得今年在上海颁发
的2014福特汽车环保奖中的“社区参与创意奖”。

“东寨港红树林养蜂”项目始于2013年3月。
在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资助下，该项目成功地探
索出一条不破坏保护区资源，又能提高当地社区村
民的经济收入，让可持续发展替代传统生产方式转
产的模式。

据介绍，当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
作的重点是严格禁止开发红树林活动，对于砍树、
采集食物等情况进行严厉打击，较好地抑制了违法
开发现象的发生。但由于保护区所在地域人口密
度高，周边群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保护区内
的自然资源。将养蜂转产项目引进保护区，充分调
动渔民积极性，同时打破传统的蜜蜂养殖的模式，
引进科学的养殖管理模式；培训渔民养殖和管理技
能，打出红树林蜂蜜品牌，统一对外销售，提高其经
济收入，从而达到自觉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

“福特汽车环保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保
奖评比活动之一，授奖活动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其宗旨是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有助于保
护本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活动。

本报海口12月 1日讯（记者孙
慧）为积极响应海口申报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工作，进一步推动电子商
务行业健康发展，海口电子商务协会
从今日起向全市征集2015年电子商
务重点项目。

申报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
产业集聚区、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和模
式创新项目、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传统企业应用电子商务项
目等范围。

征集主要方向在：电子商务平台
建设、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传统
企业利用电子商务转型升级、移动电
子商务新技术应用、农产品流通电子
商务应用和创新、电子商务产业聚
集、产业链完善项目、电子商务人才
培训项目、其他需要支持的电子商务
方向等。

凡符合条件的项目，无论在建、
已建，均可向电子商务协会进行申报
申请。入选项目将作为2015年海口
市电子商务扶持的主要参考对象，海
口市商务局将对申报项目进行严格
审核、筛查，将综合实力强、项目真实
可行、预期效益好的电子商务项目进
行政策、资金等重点扶持。同时，电
子商务协会也将组织电商专家和投
资群体与重点项目对接，为海口电子
商务重点项目提供积极的建议和金
融服务。

海口征集电子
商务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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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国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成立一周年
中国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诚聘精英

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 1月在北
京成立，是一家同时在上海和香港两
地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014年，在英国《银行家》最新公布的
全球 1000 家银行排名中列第 47 位，
并入选“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致力于打
造金融便民服务圈，实现“便民、利
民、惠民”的服务宗旨，让海南人民享
受到金融改革发展的红利。开业一年
来，中国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得到了全
省各界的大力支持，各项业务稳步推
进，发展势头良好。为快速拓展业务，
加快分支机构建设，助力海南经济发
展，现诚聘英才。

一、基本条件

（一）身体健康，思想政治素质和
职业操守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
不良纪录；

（二）有强烈责任心和团队协作精
神，具备“诚信、专业、创新、共享”的
工作态度，认同民生银行企业文化；

（三）40周岁（含）以下，本科及以
上学历，学习能力强，具备相应岗位的
知识与技能，能吃苦耐劳，心理素质
好；

（四）相关从业经验丰富，具备海
外工作经验，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者优
先。

二、招聘岗位说明

（一）支行正/副行长
在分行的指导下规划支行整体业

务发展，完成支行厅堂服务、客户开发

与维护、产品营销、日常管理等工作，
达成支行业绩目标。

（二）社区支行行长
在分行的指导下完成零售业务市

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渠道服务等工
作，达成团队业绩目标。

（三）零售业务客户经理
在团队负责人的领导下完成产品

销售、客户维护等工作，达成个人业绩
目标。

（四）小微业务客户经理
在部门负责人的领导下，完成小

微业务市场调研，金融服务方案制定，
贷款资料收集与申报，协助完成贷款
发放、贷后检查与续授信工作，达成个
人业绩目标。

（五）理财经理
在支行行长的领导下，开展理财

产品销售，零售客户提升，贵宾客户维
护，私银客户服务等工作，维护客户关
系，达成个人业绩目标。

（六）柜员
负责前后台本外币存、贷款等各项

结算业务的处理、资金清算、账户管理
等工作，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七）公司银行部总经理
在分行的指导下规划分行公司业

务发展，完成分行公司业务的推动管
理工作，包括产品培训，产品组合运
用，条线工作督导，公司业务团队与个
人业绩考核，客户关系管理等工作，达
成分行公司业务整体业绩目标。

（八）产品经理
结合分行业务规划和区域特色，完

成公司业务市场调研，产品培训，产品
组合运用工作，协助完成客户营销和
客户关系维护工作，帮助经营机构与
客户经理达成业绩目标。

（九）公司金融部总经理
在分行的领导下带领团队完成公

司业务客户营销与客户关系维护工
作，达成部门业绩目标。

（十）公司业务客户经理
负责拓展并维护公司客户，制定

客户金融服务方案，为客户提供专业
金融服务，达成个人业绩目标。

（十一）风险经理
包括评审经理、合规经理和贷后管

理岗。
（十二）办公室主任
统筹分行行政文秘、品牌宣传、机

构建设、服务管理、工作督导、党群服
务等工作，负责与内外部机构的沟通
协调工作，发挥办公室的枢纽作用。

（十三）文秘宣传岗
负责分行综合文字材料起草，统筹

宣传管理与媒体关系维护工作，协调
跨部门沟通。

（十四）基建管理岗
制定分行分支机构建设计划并组

织实施，承担分行机构建设及统筹协
调工作。

（十五）保卫经理
统筹管理分行钱、物运输安全管

理，协助负责分行保卫、治安、消防工
作，维护分行办公区、业务网点的治安
管理，保障分行安保工作有序开展。

（十六）财务经理
分解下达各业务条线经营计划，

合理配置财务资源，做好财务预算并
对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分析和考核，确
保分行经营计划顺利完成。

三、注意事项

（一）我行将严格保密应聘者的相
关资料信息。

（二）本次招聘仅受理网上报名方
式，请登录中国民生银行官网 www.
cmbc.com.cn注册简历并报名。

（三）本次招聘笔试、面试等工
作将分批分层次进行，我行将通过
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方式与应聘
者联系。

（四）应聘者对个人填报信息的真
实性负责，如与事实不符，我行有权取
消其录用资格。

（五）咨询电话：

0898-88693333-6030

网址：www.cmbc.com.cn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68

“侨爱工程——送温暖医疗队”
暨侨法宣传活动启动

赴八市县义诊
送侨法下乡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彭青林）2014年
海南“侨爱工程——送温暖医疗队”暨侨法宣传活
动今天上午在海口启动，将先后奔赴8个市县开
展义诊和送侨法下乡活动。

“侨爱工程——送温暖医疗队”赴基层义诊，
是国务院侨办发起的“归侨侨眷关爱工程”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侨界民生，在全
社会营造知侨、尊侨、爱侨和护侨的良好氛围。

从12月1日至5日，今年的第一支“送温暖医
疗队”与侨法宣传队将赴海口、文昌、琼海和万宁
四个市进行义诊和送侨法下乡活动，为归侨侨眷
及贫困地区群众开展送医送药、医疗义诊及健康
咨询服务，为当地医护人员开展医疗培训等。同
时结合这一活动，开展侨法宣传和法律咨询，将关
爱工程、宣传侨法与为侨办实事紧密结合，将党和
政府对归侨侨眷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
上。12月15日至12月19日，海南省外侨办组织
的第二支“送温暖医疗队”和侨法宣传队将赴陵
水、三亚、昌江和白沙四个市县。

本报海口12月 1日讯（记者单憬
岗）“我们喝的水比海口城里的水质还干
净、还好喝！”昨天上午，海口市新坡镇月
塘村村民陈明清打开水龙头，喷涌而出
的自来水十分清澈，水质非常好。为此，
月塘村村民商量着一起给新坡水厂送去

“心系百姓 造福一方”的锦旗。
这是海口市近年来大力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取得成效的一幕。海口农村总人
口约 64 万人，共 2220 多个自然村。
2005年以来，海口市在农村饮水方面投
资8000多万元，建设了新坡水厂、大致
坡水厂、甲子镇高黄水厂、九尾水厂等集
中供水工程。然而，随着农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农村饮水的水量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国家原定的农村饮水标准

已不能满足要求。目前，全市约有28%
的村庄存在饮水安全隐患，尚有455个
自然村、15.8 万人饮水存在不安全问
题。因此，近年来海口市委市政府把解
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为民办实事的
一个重要事项。

11月28日下午，海口市市长倪强在深
入农村调研农村饮水工程时表示，要按照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统一部署，以农村饮
水为突破口，整村解决农村的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问题，在此基础上帮助农民发展
生产、增加收入，使农村从根本上脱贫。

据介绍，海口提出在2015年底前解
决现有人口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为
此，海口决定采用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
管道延伸覆盖和农村分散式供水工程两

种并行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两项工程
估算总投资4.6亿元，其中农村集中式
供水工程估算投资约0.69亿元，供水受
益人口7.01万人，其中解决101个自然
村饮水不安全人口3.99万人；农村分散
式供水工程估算投资约3.92亿元，供水
受益总人口13.79万人，其中解决354
个自然村饮水不安全人口11.81万人。

海口将投4.6亿让农民喝上安全水
涉及15.8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有望于明年底前解决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单憬
岗）11月29日下午，在开发区、村、组
干部和周边邻居的帮助下，众人一起将
好心人捐助的物品搬进了身患精神疾
病的孤寡老人陈仕裕的新家中。“这下
陈伯不用再住在漏雨的厨房里了。”海
口市桂林洋开发区道殿村的村民王丽
萍很为她的邻居陈仕裕高兴。

今年“威马逊”台风期间，年过六旬
的陈仕裕已住了数十年的主房倒塌，他
因此不得不蜗居在屋顶也受到部分损
坏的厨房里。这一情况上报到开发区
管委会后，引起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在
他们的呼吁和联系下，由海口市民政局
救助3.9万元，北京理工大学海南校友
会捐助5万元，海南昆仑新材料科技公

司捐助3万元并承建了这栋新房。这
是一栋漂亮的新型木塑板房屋，高高的
屋顶，三面窗户，通风透气，总面积34
平方米，通体呈红褐色。据了解，这种
木塑板是昆仑公司利用木渣和废塑料
混合制作、可循环充分利用的新材料制
成的。

据悉，桂林洋开发区倒损房屋

2300多间，桂林洋开发区工委、管委会
对唯一住房因灾倒损户采取了不同的
灾后重建维修资金补助，对孤寡老人、
低保户、贫困户等特别困难群体加大扶
持力度，采取建筑公司和社区干部“包
干”帮扶方式解决建房困难。目前，开
发区内唯一住房因灾损坏的181户已
经全部完成房屋维修并迁回居住。

桂林洋开发区发动各界为台风受灾户解决住房问题

孤寡老人从蜗居迁入新房

旧 新
图为残疾老人陈士裕原来的住房。 陈士裕的新房。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古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