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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许春媚）包括海口
在内，肯德基全国4700多家门店今日起全面接入微
信支付，构建全新社交支付场景。

据悉，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连锁餐饮品牌肯
德基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基于“生活场景”模式下的
全新营销之路，和各大合作伙伴共同构建O2O平台
级生态系统。此番与微信支付携手，打造社交支付
场景，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钱包，调出付款码，经店
员扫码后即可完成支付，轻松免除“现金之忧”的同
时，也为微信钱包里的零钱找了个“好去处”。

此次肯德基与微信支付联手的最大亮点在3月
7日至13日期间推出的“可裂变式代金券”玩法。
肯德基牵手微信支付正值三八妇女节，在此期间，

“女王节38元减8元，就要吃个痛快”的活动同步开
启。届时消费者在肯德基门店使用微信支付，即可
享受满38元立减8元的优惠。同时，凡在肯德基门
店成功使用微信支付即可获得5元电子代金券，更
可将这份福利分享给最多4位好友，可谓“一人领
券，四友得利”。

肯德基4700家门店
接入微信支付

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等6部委《关
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组通
字［2012］36号）、2014年全国大学生村官工
作座谈会精神，我省2016年将选聘150名大
学生村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职位、名额、资格条件和政策
待遇

详见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网址：http：//hi.lss.gov.cn）公告栏《海南
省2016年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简章》。

二、报名方式和时间
采取网上报名方式，与省考试录用公

务员报名同步进行，报名时间为2016年 3
月 14日 8：00至 3月 18日 16：00，报考人
员应在此期间登录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网站（网址：http：//hi.lss.gov.cn）
进行注册报名。报考“大学生村官”岗位的
人员，可同时选择报考公务员。只选择报
考大学生村官岗位的报考人员，如果未能
通过“海南省考录公务员（选聘大学生村
官）系统”身份确认的，可携带相关证件（身
份证、毕业证或院校毕业证明、户口本等）
原件或复印件、本人近期免冠2寸正面证
件照片3张，到省委组织部组织处现场报
名。现场报名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
海南广场省委1号楼415室。

每个报考人员只能选择1个市县的大学
生村官职位进行报名，提倡报考原籍市县。

三、咨询电话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组织处：0898-

65309116、65343012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3月7日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选聘大学生村官公告

■ 见习记者 杨艺华 实习生 宋洁

1月28日晚8时，在一阵激情澎湃
的拉歌声中，海南邮政“2015 年度出
彩员工表彰大会”在海南华侨中学礼
堂举行。

作为压轴出场的“出彩员工”，海口
邮区中心局网运信息系统主管李哲宇有
些紧张，接过鲜花和奖杯时眼眶里浮现
出泪花。

颁奖词这样写道：“李哲宇在工作中
为邮政网运流程优化工作画下了浓重的
一笔，提高了全网的运行效率和效益，成
绩斐然，表现出彩，被誉为‘中心局第一
生产力’。”

24个寒来暑往，这个踌躇满志的技
术青年用自己的创新精神、钻研态度，让

“邮政绿”更出彩。

创新
颠覆传统作业模式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国华曾
这样评价海口邮区中心局：“在设备少、
人员不够、处理场地仅2600平方米的情
况下，能够处理高峰日6万多件包裹不
积压、不延误、不滚存，非常不容易，全国
少见，是个典型”。

这个“全国少见，是个典型”背后努
力工作的群体里离不开李哲宇的身影。

“中心局建于1993年，目前可以说
是全国邮政系统中最小的中心局。”海
口邮区中心局副局长谢蓉告诉记者。

2015年“双十一”期间，上岛的邮车
接踵而至，又从这里驶往全省各地，整个
街区井然有序，无一辆车滞留，无一个包

裹堆积。
而在此前一年的“双十一”，面对中

心局堆积如山的包裹，李哲宇陷入了沉
思。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提高邮
件分拣速度，实现“快进快出”？

中心局原来的包裹分拣场地在三楼，
2万件包裹邮件，每天需要10人通过电梯
搬运到三楼，上下电梯盘驳大约耗时20
个小时，严重影响了邮件处理能力及时
限。李哲宇提议将包裹类邮件集中一楼
处理，使得处理能力提升了3.5倍，每日最
高处理能力从2万件提高到7万件。

原来转运环节一干卸车需要接收下
载总包信息，逐袋扫描、上传等一系列操
作，卸车时间过长，影响邮件分拣环节的
处理时限。李哲宇主动与邮政集团公司
网运部沟通，率先提出取消一干卸车扫
描，每车次卸车时间由原来的1.5小时

缩短到0.5小时，卸车效率提高了75%。
中心局原进出口邮件全部在生产一

楼的南面进行装卸，由于场地狭小，容易
造成拥堵，影响时限。李哲宇大胆提出
对生产楼的北面进行改造，同时主导设
计省内、市内出口装车垛口区分南北面
进行装卸，实行车等邮件，解决了场地紧
张的矛盾，加快了邮件全程时限，提高邮
件装卸能力40%。

钻研
专业技术与业务完美融合

原来邮件处理车间和转运车间必须进
行信息交接，内部处理环节多，影响时限。

李哲宇一直琢磨解决办法，利用技
术手段将网运信息系统上的转运车间和
邮件处理车间信息进行合并，做到转运

环节和邮件处理环节同步作业，实现了
邮件边卸车、边分剔、边分拣、边装车的
流水化不落地处理，提高效率20%。

原来大件包裹邮件处理为打地摊作
业模式，职工一直弯着腰逐件扫描登单
上传，劳动强度大且效率低。

李哲宇提出利用PDA扫描枪及蓝
牙技术设备进行邮件边卸车边扫描封
发，大幅减轻了职工劳动强度，加快处理
时限2小时，并节省人员15人。

原来生产动态数据信息的利用力度
不够，管理部门不能有效地利用信息化
资源实现动态调度管理。李哲宇发挥自
身专业技术特长，与广州中心局合作开
发了海口邮区中心局综合生产调度管控
系统，实现了邮件质量的实时监控，确保
邮件时限。

（本报海口3月7日讯）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谢春霞 李凡）记者今天从省气象
部门获悉，预计本周前期我省天气晴热，
后期降温、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部门预计，陆地方面，7日～9
日，全岛天气晴好，气温逐日上升。最高气
温北部和西部地区可升至32℃～35℃，其
余地区29℃～32℃，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17℃～20℃，其余地区20℃～23℃。

10日～12日，全岛有阵雨或雷阵雨天
气，其中10日北半部局部地区将伴有雷雨
大风等短时强对流天气。此过程气温降幅
明显，最高气温北部和西部地区降幅可达

15℃～18℃，东部和中部地区10℃～
13℃，南部地区5℃～7℃，最低气温北部、
西部和东部地区降幅可达7℃～9℃，中部
和南部地区4℃～7℃。11日全岛各地气
温将降至最低，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
15℃～18℃，五指山以南地区 22℃～
25℃，最低气温南部地区16℃～19℃，其
余地区12℃～14℃。13日，冷空气明显减
弱，全岛转多云天气，气温迅速回升。

省气象部门表示，本周前期天气晴
热，有利于冬季瓜菜果实膨大和采收上
市，北部和西部地区荔枝需注意防范高
温烧花，后期需防范暴雨冲刷导致落花。

本周后期或大幅降温
最高温降幅可达18℃

本报临城3月7日电 （记者邓海
宁）由省委宣传部指导、南海网主办的

“环游海南岛——全球首条环岛高铁中
国重点网媒体验行”采访团今天从海口
高铁东站出发，正式开启了乘高铁环岛
游之旅。15家重点网媒的记者编辑，
在领略沿途各处不同的美景与风土人
情之余，对环岛高铁频频点赞。

海南环岛高铁是我国第一条全线
景观设计的高铁线路，全长653公里，采

访团成员从海口高铁东站上车，在4个
多小时的环岛旅途中，经过万宁、陵水、
儋州白马井等多个车站。途中各市县
旅游委工作人员来到采访团乘坐的高
铁列车上，带来各种当地特色美食，同时
推介各市县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

“太漂亮了，既能欣赏沿途的绿色
景观，还能看到蔚蓝色大海。”东南网记
者陈志远说，之前在其他城市也坐过高
铁，但基本没看过绿化这么好的沿途景

观，环岛高铁就像海南一张流动的名片，
把海南美丽的蓝天、白云、大海毫无保留
地介绍给了往来的游客，让人流连忘返。

“我十年前来过一次海南，当时并没
有高铁，这次来发现海南的市县间由高
铁相连，距离更近了，对自由行而言非常
方便。”江苏网编辑王安琪说，每一站都
可以搭乘高铁，下来后可以随便走走，去
品尝当地小吃，也可以去一些有当地特
色的农家乐游玩，这种享受太棒了。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郭萃）
为切实推进海口市“双创”工作，推广病
媒生物防制示范典型单位经验，提高病
媒生物防制管理水平，今天上午，海口
市“双创”工作指挥部召开病媒生物防
制示范点现场会，现场观摩、学习、借鉴
居民区、商场、学校、酒店、医院等示范

点的改造经验。
龙华区中山街道居仁坊社区、市一

中高中部、琼山区小餐饮店“联记茶餐
厅”和“麦尔琪”以现场展板、图文材料
等方式，介绍了现场消杀处置，防鼠、防
蚊、防蝇“三防”设施及内部奖惩制度等
工作经验。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大润发
超市龙昆南店熟食操作间内的三层过
滤地漏、海口市人民医院餐厅卫生、星海
湾豪生大酒店的仓库及设施设备等。

“垃圾房建议安装垃圾异味净化设
备，处理垃圾产生的臭味。”针对现场走
访中出现的不足，来自上海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地的多位病媒生物防制专家，
给出了整改建议。各参观单位均表示，通
过现场参观和经验交流，对下一步改进工
作方法、创新消杀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来自海口市教育局、卫生局、住建
局、环卫局、病媒防制专业消杀公司、环
卫保洁公司等部门16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海口 3月 7日讯 （记者侯赛
通讯员邢颖）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新闻
通报会获悉，我省“十三五”期间将继续
大力推进旅游厕所革命，新改建1305座
旅游厕所，其中2016年全省旅游厕所建
设任务数为319座，其中新建215座，改
建104座。

通报会上，省旅游委副主任周平介
绍，2016年全省旅游厕所革命将实施四
大行动。一是建设行动。落实厕所革命
工作的主体责任，统筹解决用地、环评、
用水、用电等方面的问题，加快建设进
度。二是技术创新行动。积极开展旅游

厕所技术创新活动，重点解决缺水和游
客高强度使用等技术难点；结合实际使
用完善旅游厕所服务地图，提供厕所查
询、指引、评分等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
厕所服务水平。三是管理行动。建立和
完善旅游厕所建设档案；贯彻落实《旅游
厕所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全
面开展A级厕所评定工作；定期对旅游
厕所管理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建立旅游
厕所投诉和评价机制。四是文明提升行
动。广泛开展厕所革命宣传，推动培养
广大游客文明如厕意识，形成健康向上
的厕所文化。

网媒行采访团点赞环岛高铁

流动的名片 视觉的盛宴

我省“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大力推进旅游厕所革命

今年新改建旅游厕所319座

本报三亚3月 7日电 （记者陈雪
怡）为保障市民游客的停车需求，三亚
市今年将建 7座立体停车楼，可提供
2788 个停车位，投资估算约 3.359 亿
元。目前，三亚市福利小区公园立体停

车楼、市政府二办立体停车楼两个项目
已开工建设，其余5座停车楼正在办理
项目前期手续，计划4月底陆续开建。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住建局获悉，立体
停车楼项目已列入三亚市重点实施项目。

三亚今年将建7座立体停车楼
有望提供2788个停车位

一心钻研邮政网运流程优化工作，被誉为海口邮区中心局“第一生产力”

李哲宇：让“邮政绿”更出彩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见习记者丁平 通讯员
吴淑骁）今天上午，记者从海口市检察机关反贪污
贿赂工作会议上获悉，2015年，海口市检察机关共
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74件85人，为国
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其中，立案查处
重特大案件68件，同比上升21%；处级以上干部案
件30人，同比上升50%。

据了解，2015年海口市自侦案件数量创历史新
高，立案人数同比上升 12%；公诉案件结案率
96.7%，同比上升7.6个百分点。其中，省文体厅原
副厅长杨某涉嫌受贿1130万元，省粮食局原局长杨
某涉嫌受贿1000万元，海口市琼山区原区委书记王
某涉嫌受贿860万元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被
立案查处。

海口去年立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74件

30名处级以上干部
被立案查处

关注海口“双创”22

——全球首条环岛高铁中国重点网媒体验行天
气
预
报

市福利小区公园立体停车楼 设计车位228个
市政府二办立体停车楼 设计车位384个
市金鸡岭路供电局立体停车楼 设计车位448个
市金鸡岭社区立体停车楼 设计车位268个
市临春河路七巷停车楼 设计车位476个
市海滨电影院立体停车楼 设计车位600个
市人民医院立体停车楼 设计车位384个

海口举行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现场会

现场交流经验 提高操作技能

3月7日上午，参加网媒体验行的记者编辑参观海南澄迈生态软件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环游海南岛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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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互联网
技术不断改变着金融生态，面对互联网浪潮，传
统银行纷纷迈开转型步伐，主动拥抱新技术。一
向以创新著称的民生银行，更是早早捕捉到“触
网”的脉搏，形成了以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网络
支付为核心的特色网络金融体系。3月4日下
午，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特别举办“互联网金融创
新产品推介会”，向人们展示了民生银行全方位、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便捷移动支付，不只有Apple Pay

2月 18日，Apple Pay正式上线，民生银
行成为首批支持银行之一。为了让三亚本地客
户一尝“Apple新滋味”，实地体验畅快移动支
付，民生银行特别邀请三亚已经实现Apple
Pay的商户至现场。市民张小姐拿起苹果手机
靠近一台POS机，将手指放在HOME键进行
指纹验证后，整个支付过程就已完成，前后不超
过5秒钟，甚至不用解锁手机，也不用打开任何
应用程序。

民生银行三亚分行零售银行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Apple Pay上线之前，民生银行已
在行业内率先推出“HCE云闪付”业务，只要客
户持有支持Apple Pay的苹果手机或是支持
NFC的安卓手机，皆能享受民生安全便捷的移
动支付体验。

据了解，开通“云闪付”服务非常简单，只需
登录民生手机银行，在手机银行中找到Apple
Pay的标识，点击即可自动打开Wallet App，
添加民生银行卡，添加完成后即可在线下“银联
云闪付”商户及线上App便捷安全地进行支
付。如果是安卓客户，进入手机银行后，点击我
的账户选择“云闪付”即可进行绑卡操作。目前，
星巴克、肯德基、三亚喜记茶餐厅、膨膨冰等
2000家三亚市民喜爱的主流商户已完成设备升
级，投入使用。

手机银行、直销银行让生活更简单

2014年初，民生银行试水新型银行经营模
式，推出直销银行，引领了随之而来的直销银

行热潮。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银行运
作模式，直销银行秉持“简单的银行”服务理
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符合客户使用
习惯的网站、手机APP和微信银行，创新推出
如意宝、定活宝、民生金、随心存、利多多、轻松
汇等金融服务，形成了集“存、贷、汇”于一体的
金融服务体系。

同时，近年来，民生银行加大手机银行创
新力度，打造了包括网点排号、无卡取现、代
发工资、外汇买卖、结售汇、境外汇款等新功
能，以及医疗挂号、流量充值等新服务。无论
是产品的丰富性、服务的独特性、操作的便捷
性，还是手续费免费等方面均领先同业，给广
大客户带来了更加简单便捷的服务体验。经
过3年多的发展，目前民生手机银行总客户数
即将突破 1900万户，年累计交易金额逼近 6
万亿元。

云账户首亮相，精准定位服务微小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当传统银行还在寻找为小微

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突破口时，民生银行已经精准
定位微小企业账户服务这片蓝海，将“互联网+
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此，创新性地推出了“云
账户”服务。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落地实
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氛围带动了微小
企业的增长。为了更好地服务此类客户，该行针
对微小级客户专属开发了一款集开户、签约、结
算、查询、变更、对账、撤销于一体的账户综合管
理产品，其开户环节创新采用客户“线上申请，线
下交付”模式，可至少缩短六成办理时间，开户体
验简单便捷。

“客户通过网站或微信，按要求上传资料和
证件图像后，我行在T+1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
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审核。然后通知客户线
下办理相关手续，客户在接到通知的一个月内
可自选时间，带上证件原件，到自己指定的交付
网点办理最后的交付手续，在网点的办理过程
无需再填表格。”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向现场客户
解说道。

（雪意 冯娴）

极简网络金融 极致客户体验

民生银行全方位金融服务一触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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