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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5HN0054号、QY201605HN0055号、

QY201605HN0056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

公告期为：2016年5月24日至2016年6月6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
66558025（陈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5月24日

车辆号码

琼AV1635

琼AC3399

琼AT2821

琼AZ9721

琼AET353

琼ARF798

琼AF7155

琼AK2985

厂型牌号

起亚牌YQZ6430

欧菲莱斯KNALD221965

三菱牌DN7160H4B

长安牌SC7161D

逸轩牌DFL7162ACC

上海别克牌SGM7200

起亚牌YQZ7162A

东南牌DN6443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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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儋耳粽千年儋耳粽
万家端午情万家端午情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4000549669

绿 色 材 料绿 色 材 料 千 年 工 艺千 年 工 艺 传 统 味 道传 统 味 道

● 儋州粽子，历史悠久，品质独特，是海南粽子惟一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儋州粽子生产不同凡响，32道工序、27个小时，四大主要食材——野生茄冬叶、
火山岩糯米、跑海鸭蛋、传统花猪肉均产自儋州当地。

● 儋州粽子品种丰富，除跑海鸭蛋花猪肉粽等主打品种外，还有玫瑰鲜花粽、跑海鸭
蛋牛排粽、野生鲍鱼粽、虾米瘦肉蛋黄粽、蛋黄猪脚粽、蛋黄绿豆粽、水晶粽、五色粽、
伏波虾米红鱼粽、香肉粽、鱿鱼粽、干贝粽等30多种特色粽子，价位从8元到48元不
等，走亲访友送礼，总有一款适合您。

野生茄冬叶，
有活血散瘀、
补虚止咳等功
效，用它包粽
子，具有色绿、
清香、柔软、防
腐等特点。

野生粽叶 跑海鸭蛋火山岩糯米 农家花猪

火山岸糯米，
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尤其是
硒含量高，能
增强人体免疫
力。

当地传统花猪，
肥瘦均匀，质地
松软，肉味可以
渗透到糯米中，
使粽子吃起来
香滑可口、油而
不腻。

跑海鸭生在海
边 的 红 树 林
中，常以小鱼
小虾小螺丝等
海 洋 生 物 为
食，其蛋黄晶
红、鲜香，无普
通鸭蛋腥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海口办事处招聘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是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授权，在海南省范围内办理各项业务的分支机构。长城公司海口办
事处全面向商业化、市场化转型，先后开展了资产管理收购、投融资、
财务顾问、租赁、增级增信和金融咨询及资产评估等业务，有力地支持
了地方经济发展。办事处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科学民主管理，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完善风险防控措施，不断强化党建、文化、队伍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营造了健康向上的良好工作氛围，打造了“顽强拼搏乐于
奉献”的员工队伍，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
丰收。现因公司发展需要，公开招聘3名工作人员，待遇从优。

一、招聘岗位：
1.资产经营部项目经理1名
2.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1名
3.并购重组部项目经理1名
二、任职要求：
1.具有良好职业操守，有高度的责任心，遵纪守法，为人正派，无不

良从业记录；2.年龄3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具有2年
以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行业从业经验，从事投资、投行
公司业务者优先；4.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等资格者优先。

三、工作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四、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2016年 6 月 23 日。
五、报名方式及说明：
1. 应聘人员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报名邮箱 gfu@gwamcc.com;

qzhou.hk@gwamcc.com 。
2. 邮件主题请注明“本人姓名+应聘”。
3. 笔试、面试通知将通过短信或电话告知，请保持手机通讯畅通。
4. 我公司将妥善保管应聘者提交的个人资料及信息，所有应聘资

料恕不退还。
六、联系方式：
符先生：18608951933 周先生：13519891860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海南省分行）是中
国工商银行所属一级分行, 综合经营绩效考核连续多年居工行
系统前列。近年来，工行海南省分行牢固树立“系统精而优，同业
大而强”的指导思想，着力加快结构调整和业务创新，持续加强精
细管理和风险防范，金融服务能力持续增强，社会美誉度显著提
升。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工行海南省分行现面向社会招纳有志之
士加盟，携手工行发展，共创美好明天！

一、招聘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二、招聘岗位
综合柜员和客户经理，每名应聘者可同时应聘2个岗位。
三、工作地点及招聘人数
招聘人数20人：海口城区2人、三亚2人、琼海1人、儋州1

人、文昌1人、昌江2人、东方2人、澄迈1人、陵水1人、万宁3人、
乐东3人、定安1人。

四、招聘条件
根据总行有关规定、要求及标准，确定以下招聘基本条件：
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优秀的思想品德、较好的仪表气质；具

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较好的适岗能力或
潜力、较强的口头表达、学习与沟通能力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一）年龄
综合柜员：30（含）周岁以下；
客户经理：35（含）周岁以下。
（二）学历
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及相应学位。
（三）专业
以经济、金融、会计、管理、数理统计分析、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为主。
（四）工作经历
综合柜员：具有2（含）年以上银行同业工作经历。

客户经理：具有3（含）年以上银行同业客户经理岗位工作经
历，或具有5（含）年以上金融领域相关工作经历。

五、招聘程序
（一）报名。统一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具体报名时间为

2016年 5月17日－6月1日。请应聘者注册并登录我行统一
招聘平台（job.icbc.com.cn），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位申
请。除在官网报名外，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请提前准备
JPEG、GIF或JPG格式的电子版证件照和生活照各1张，证件
照大小在 30k以内，尺寸为 100×140；生活照大小在 80k以
内，尺寸为320×240。

（二）资格审查。我行将根据招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
查，对审查通过者择优确定笔试名单。

六、相关说明
（一）笔试、面试、体检等后续工作。我行将在海口统一组织

实施，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
（二）报名时，请务必填写有效的联系方式（如电话、邮箱），并

保持通讯畅通，招聘过程中面试、笔试、录用事宜请以我行统一招
聘平台发送的信息或电话通知为准。

（三）应聘者应对申请资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实不
符，我行有权取消其应聘资格。

（四）我行有权根据报名情况，取消或终止个别岗位的招聘工
作，并对本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

（五）被录用者我行将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实行6个月试用
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可转正。

（六）我行承诺在整个招聘、录用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hnzp@hl.icbc.com.cn（不接受简历投递）
联系电话：袁经理 0898-65346325、18976562969

郭经理 0898-65389921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分行2016年度社会招聘启事

据新华社巴黎5月23日电（记者
张寒）连日阴雨让法国网球公开赛的
新任赛事总监福尔热坐不住了，这位
前法国网球明星23日中午紧急召集
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们许诺会在2020

年为罗兰·加洛斯的中央球场菲利普·
沙特里耶球场加上屋顶。

“这两天因雨造成的赛程延误就
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必须得给球场
加上屋顶！”福尔热说，“总不能让我们

的球员、媒体和观众老这样无着无落
地等啊等啊等。”

随着美国网球公开赛阿瑟阿什球
场的可开合顶棚于去年6月结构封
顶，罗兰·加洛斯成为了四大满贯赛事
中最后一个没有屋顶的赛场。

22日法网正赛第一天，包括中央
球场男单五号种子锦织圭对阵意大利
选手博莱利在内的8场比赛被迫中
断，近三个小时后雨势才有所减弱，然
而球场重开不过半小时后比赛又被迫
进入雨歇，最终原定赛程上的共计32
场比赛仅10场完赛，16场被取消，6
场留待23日继续。

23日一早，除因园区改造计划而
临时改作他用的7、9、11号球场和观
赛条件略差的12号球场，罗兰·加洛

斯旧版图内的全部19块场地全部被
排上了比赛计划，不过雨水仍令比赛
推后了两个半小时才得以开赛。

罗兰·加洛斯始建于1928年。历
经多年，这座最初只有五块场地的网
球中心逐渐成为红土赛事的最高殿
堂，算上传统园区范畴之外的部分，共
有25块露天球场。

2011年2月13日，法国网球协会
就争论已久的法网迁址还是原地扩张
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在原址基础上进行
改建，以延续罗兰·加洛斯的历史传承。

这份改造计划中很重要的一项就
是为菲利普·沙特里耶球场建造可伸
缩式屋顶，不仅能用来遮挡雨水，也就
此结束法网没有夜场比赛的历史。然
而这份计划一度遭当地居民和环保人

士反对，巴黎行政法庭还曾于2013年
一度认定罗兰·加洛斯的改扩建工程
相关协议无效。几经波折后，法网果
然没能兑现2016年完成球场屋顶建
设的承诺。不过新任赛事总监福尔热
承诺2020年将是最后期限，因为“加
顶”工程事实上两年前就开始了。

“但加屋顶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
从根本上改变一座球场的建筑结构，
像屋顶支架这一项就需要在原建筑体
上打十米深的桩子，”福尔热解释说，

“所以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请大家
多一些耐心。两周后法网比赛结束，
工人们就要继续进行施工操作了。”

在他看来“融合传统与现代”是法
网必须的发展方向，也是他们这代法
网组织者的“历史使命”。

■ 阿成

北京时间 5 月 23 日，在 NBA 西部
决赛第三战中，雷霆大胜勇士28分，总
比分 2：1 领先。勇士这两年势不可挡
风头无双，今年更是创下常规赛史上最
佳战绩，而这场惨败的到来，给踌躇满
志的勇士当头棒喝，也让他们的卫冕前
景蒙上了阴影。

这场败仗被视为勇士这两年遭遇的
最惨痛一败，虽说常规赛时他们曾输给开
拓者30多分，但那毕竟是一场普通的常规
赛，重要程度和重视程度不可相提并论。
此场惨败不仅比分悬殊，对于勇士来说，过
程和场面更是难堪。勇士上半场就输了
25分；三节过后输38分，“雷霆双少”打卡
下班，比赛彻底沦为垃圾时间。勇士不仅
输了比分，更输了气度急红了眼，格林“毁

人命根”的超技术动作，以及许多简单的篮
下投篮不中，都是心态失衡的表现。

雷霆赢得掌声也引来好奇，他们怎么
蜕变成了如此强大的球队？如果说前一
轮淘汰马刺，人们多少还怀疑主要是因为
老迈的马刺发挥欠佳，那么如今领先不可
一世的勇士，人们大概能确认，雷霆的爆
发不是偶然了。其实雷霆一直都居强队
之列，但此前人们很难把他们列为冠军之
选，现在，他们已实实在在成为夺冠的大
热门。当然，这个系列赛没到结束的时
候，变数还有很多，结果也悬而未定，但雷
霆的蜕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雷霆以往能居强队之列，是因为有
个人能力超强的“杜威二少”。这两位
超级明星本赛季看来又长本事了，在常
规赛 MVP 榜中都在前五之列，中国球
迷形象地用斗地主中的“王炸”来形容
这对“双子星”。但雷霆一直未能夺得
总冠军，也因为太过依赖“杜威二少”单
打独斗，团体的威力没能充分发挥。显

然，“二少”不能包打一切，一对“王炸”
并不能赢得所有牌局。

本赛季的雷霆，从阵容上看，进步显
著的亚当斯升任主力中锋，内线还有进攻
能力强的坎特辅佐，而伊巴卡开发出拉到
外线投三分的能力。别小看这些变化，它
让雷霆的内外线衔接和结合更丰富更流
畅，此外，雷霆阵中还有维特斯、罗伯森等
颇有进攻能力的好手。队友更给力，也让

“二少”压力减少威力大增。在本赛季季
后赛中，雷霆篮板球大占优势，“二少”本
就有很强的抢篮板的能力，还有那么多能
拼能抢的大个，篮板不占优才怪了。

雷霆的球风总体来看属刚猛一类，
强调速度力量，对抗能力强，也许谈不上
华丽，你甚至可以说简单粗暴。但雷霆
的成功多少有些“反颠覆”的意味，在所
谓“小个阵容”出风头的今天，大个子并
非不管用了；战术只是手段，得分才是目
的，如果简单粗暴能杀伤对手，何必要那
些繁复而可能错失机会的传来传去。

连日阴雨让法网比赛打打停停，给球场加屋顶又成为话题

福尔热：法网“加顶”还要等四年

雷霆爆发不只靠“王炸”

北京时间5月23日，在NBA季后赛西部决赛第三场比赛中，雷霆队主
场以133：105大胜勇士队，总比分2：1领先。图为雷霆球员威斯布鲁克
（前）在比赛中突破勇士球员库里的防守。 新华社发

NBA西部决赛第三场 雷霆大胜勇士

5月22日，法网在雨中开赛。图为雨中的红土球场
铺上雨罩，等待比赛重新开始。 新华社发

国家青少年高尔夫球队选拔赛收杆

海南队球手夺男子冠军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国家青

少年高尔夫球代表队选拔赛今天在中高协南山
国际训练中心收杆。海南高球队选手陈顾新获
得了男子总成绩冠军，他将代表国家队参加英国
青少年公开赛。海南女队球手蔡丹琳夺得第5
名，她获得了参加比利时青少年锦标赛的资格。

比赛吸引了国内优秀的60名青少年球手参
加。海南高尔夫球队派出了5名球手参赛，分别
是韩雨廷和李祺（男子A组）、蔡丹琳（女子B组）、
张艺敷（男子B组）、陈顾新（男子C组）。男女总
成绩第一名将代表中国队参加英国青少年公开
赛，男女总成绩第二至第五名代表中国队参加比
利时国际青少年锦标赛和荷兰青少年公开赛。

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总决赛

海南引动力队签约车手
夺80公里绕圈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6年“中国体育
彩票杯”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总决赛暨首届
唐山全国自行车公开赛，22日在河北唐山开
赛。在23日进行的男子80公里城市绕圈赛
中，海南引动力洲际队签约车手牛益逵击败各
路高手，夺得冠军。

牛益逵去年签约海南引动力洲际队，成为
车队的头号车手，去年代表海南引动力队参加
了多项环赛。在环岛赛中，牛益逵曾荣获敢斗
奖；在环太湖赛中，夺得大中华个人总成绩第三
名；随后在盐城沿海湿地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
夺得大中华车手第二名。此次全国冠军赛总决
赛，参赛队伍为各省市队，而非职业车队，牛益
逵代表黑龙江队参赛。

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总决赛赛期4天，
共有来自全国22支自行车队的234名专业运
动员及300余名业余骑行爱好者参赛。

巴萨加冕双冠王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22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2015－2016赛季西班牙国王杯22日晚决
出冠军。经过加时赛的鏖战，巴塞罗那以2：0
战胜塞维利亚，加冕西甲和国王杯双冠王。

这是巴萨历史上第38次进入国王杯决赛，
也是他们第28次加冕国王杯冠军。目前该队
是西班牙获得国王杯冠军最多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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