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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辖
19家市县法人行社，是海南省内存贷
款规模大、金融服务分布广、科研能
力雄厚的地方金融机构。

海口农商银行是海南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下辖规模最大、质量最好
的农商银行，目前存款余额266亿元，
贷款余额178亿元，总资产880亿元，
是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农商银行标杆
银行、海南省百强企业。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行长，诚邀您加盟！

一、岗位要求
（一）身体健康，具有良好银行职

业操守。
（二）45周岁以下（1971年6月以

后出生），特别优秀可放宽到50周岁。

（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特别优秀可放宽到全日制专科。

（四）从事金融工作10年以上，且
具以下条件之一：

1.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省级分
行中层正职（具有基层支行副行长及
以上任职经历）或副职（具有基层支
行副行长3年及以上任职经历）；

2.地市级城商银行、农商银行董
事长或行长，副行长或同级职务的应
任职3年以上；

3.资产500亿元以上县级城商银
行、农商银行董事长或行长，副行长
或同级职务的应任职3年以上；

4.外资银行、合资银行中国区副
职负责人，或现在证券行业、保险行

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应职级岗位
并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三年以上从业
经验。

（五）符合《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中国银监会令〔2015〕3号）对相应岗
位任职资格的其他要求。

二、薪酬待遇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具体面

议。
三、应聘方式
请登录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官网“人才招聘”栏目（http://
www.hainanbank.com.cn）。

联系人：邵先生，联系方式：
0898-68590932

海口农商银行行长招聘公告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
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为
确保长征七号火箭首飞任务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等有关规定，海南省人
民政府今天通告，决定在长征七号火箭首飞任务执
行期间加强所辖空域管理，禁止体育、娱乐、广告性
飞行活动。

通告指出，自2016年6月22日13时起至6月
26日13时止，在我省空域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
和个人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禁止
使用系留气球等悬挂装置，禁止燃放孔明灯。涉及
轻小无人机、滑翔伞、航空模型等小型航空器及航空
器材管理和使用的单位，要加强对该类器材的监控，
严格落实禁飞规定。

通告要求，本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文体、工
商、气象、海关、民航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加强日常检查，切实做好宣传教育和监督管
理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要依法予以处理。

(相关报道见A03版)

长征七号首飞期间

我省禁止各类体育
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陈蔚
林）电视连续剧《天涯浴血》自6月20
日开播以来，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根
据安排，6月22日晚上，央视一套将
继续播出该剧第7、8、9集。

在第7集中，红军在纱帽岭伏击
敌人，女兵们首次参战，毙敌100多
人，俘敌70多人，国民党乐万地区剿
共总指挥陈贵苑被活捉。女子军特务
连英名传遍全岛。

第8集讲的是，1931年8月，中共广
东省军委书记李硕勋来琼指导工作，在
海口被捕。鉴于形势恶劣，李硕勋对琼
崖特委和地下党的同志们发出第一道
也是最后一道命令：“取消营救行动，坚
持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琼崖人民的！”

在第9集中，国民党军陈汉光部
对琼崖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冯白
驹带领特委和琼苏干部向母瑞山深处
转移。为减轻母瑞山压力，独立师与
敌人周旋，政委冯国卿壮烈牺牲，师长
王文宇被捕后英勇就义，女子军在阻
击敌人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天涯浴血》
央视一套22日播出时间

20：52播出第7集
22：35播出第8、9集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胡杰
卫）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近日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下发《关于2015年农村
危房改造绩效评价结果的通报》，海南在全国农村
危房改造绩效评价工作中得分85.5分，位居各省
（区、市）第3名。

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评价内容包括政策措施、监
督管理、工程实施、资金管理、信息管理、工程质量、
完成检查任务情况等7方面38项指标，总分100
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委根据有关数据和现场
检查结果，对各项评价指标逐项评分和综合排名。

自2009年启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以来，我省累
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逾20万户，惠及农村住房困难
73万多人，农村贫困人口住房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2015年全国农村危房改造绩效
评价结果公布

我省排名第3位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正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
全力推动9大领域制造业发展，力
争走出具有海南特色的先进制造
业道路。”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今
天表示。

根据省政府近日出台的贯彻落
实《中国制造2025》相关实施意见，
未来十年我省将重点推进医药产
业、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海洋
装备制造、旅游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热带农副产品加工和海洋生物
产业、军民融合产业、油气产业等9
大领域产业发展，力争实现有一批
领先国内外、智能化水平较高的制
造业企业、品牌和产品，有一批功能
完善、设施先进的产业园区。

“结合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等，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海南
制药企业更加注重创新，积极攻坚
克难谋求发展。”省医药行业协会会
长、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益智话中透露出海南制药业
发展的雄心，而海南医药产业也正
用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产值实现两
位数增长的实绩，进一步展示出这
一领域的勃勃生机。

根据实施意见，海南力争到
2020年实现全省医药产业产值达
500亿元，美安“新药谷”初具规模，
新型化学制剂、精细创新原料药规
模达到全国中等水平，到2025年医
药产业争取达到千亿元级规模。

“海南重点发展的9大制造业

领域，均为在我省有一定比较优势
和发展潜力的领域，力求做到有限
目标、持续发力、重点突破。”省工信
厅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除医药产业外，根据实施
意见，汽车制造领域，将重点生产纯
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
车，力争到2020年，整车、电池、零
部件及相关产业规模达到200亿元
以上，2025年达到300亿元以上；电
子信息制造领域，重点发展新型智
能终端、3D打印、传感器、服务（医
疗、军用）用机器人等；海洋装备制
造领域，重点发展海洋油气资源、海
洋矿产资源、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
装备、深远海探测与考察装备；旅游
制造领域，重点发展游艇、地效翼

船、水上飞机、多用途直升机等旅游
运输装备，力争到2020年旅游制造
业产值达到50亿元以上；新能源新
材料领域，支持发展光伏制造装备、
磷酸铁锂电池、高效晶体硅电池及
组件、薄膜电池及组件等。

据了解，我省将从组织领导、政
策环境、融资渠道、招商引资、人才
建设等，积极推动9大领域制造业
发展。

“先进制造业是加快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重要支柱，海南将抓
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
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推动全省制造
业创特色、扩规模、强实力、增后劲，
实现制造业优化发展。”省工信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

推动全省制造业创特色、扩规模、强实力、增后劲

海南制造业重点发力9大领域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单
憬岗）海口通过出台和实施一系列鼓
励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搭
上了全国“互联网+”产业快车。近
日中国“互联网+”峰会发布的《中国

“互联网+”指数（2016）》报告，印证
了海口抢抓“互联网+”机遇取得的
成效——海口位列全国“产业+创新
创业领先GDP排名”第二，还有多项
指标位居百强城市中上水平。

“‘产业+创新创业领先GDP排
名’第二，意味着海口的‘互联网+’
相对发展速度跑赢了GDP，成为经

济发展新动能。”海口市科工信局信
息化处处长肖念说，海口的抢抓“互
联网+”机遇是全方位的。《中国“互
联网+”指数（2016）》报告指出，海口
还有多项指标位居全国百强城市中
上水平：“互联网+”总指数排名第42
位，“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创新创
业”“互联网+智慧城市”“互联网+交
通物流”“互联网+餐饮住宿”“互联
网+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分别
排名第 32、37、44、44、47、48、47
位。在2016“互联网+旅游”十大优
秀城市中，海口榜上有名，与北京、深

圳、香港等一线城市跻身“互联网+
旅游”优秀城市。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
去年以来，海口把互联网产业作

为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来抓，制定并
出台了《海口市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
若干措施》，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
资金用于对互联网企业在创业、人
才、自主产品开发销售等及百强企业
落户方面的扶持。

“在政府的支持下，去年以来酷秀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员工数量实现了4
倍的增长，公司业绩实现了超过5倍的

增长。”我省互联网企业后起之秀海南
酷秀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峰说。

在海口，类似酷秀的企业越来越
多。截至去年，海口互联网产业产值
约197亿元，相关企业总数约3900
家，全市创新创业载体近30家，包括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江东电子
商务产业园等，入园企业超1000家，
孵化出园企业超500家。全市“互联
网+”的业态越来越多，从工业到农林
牧渔业，从金融到旅游，从海洋产业
到医疗健康，还有教育、社区服务、物
业管理、物流仓储，搭上互联网快车

的业态数不胜数。
“对企业、创客、返乡创业大学生

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让
我感受到了海口为互联网产业发展
营造的良好氛围。”国家工信部总工
程师张峰近日对海口复兴城、石山互
联网小镇等地实地调研后认为，海口
的互联网产业令人耳目一新，让人看
到了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海口在保护好碧海蓝天的同时，立
足独特的产业发展优势，大力发展互
联网产业，契合了海口的发展定位和
区位特点。”

“产业+创新创业领先GDP排名”高居全国第二位

海口搭上“互联网+”产业快车

近日，在海口椰海大道，正在建设中的喜盈门建材家具生活广场、吾悦广场等大型商
业项目现场，施工热火朝天，部分项目进入装修招商阶段，新的商圈逐渐成型。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海口椰海大道商圈逐渐成型

■ 方桂琴

近日，省政府出台贯彻《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提出
我省将组建省足球队，各级各类学校
要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

近日欧洲杯比赛，让许多人着迷，
足见足球运动之魅力。我省出台相关
意见，推动足球事业发展，普及推广校
园足球，并明确要求各市县加强校园
足球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立足于足球
运动从娃娃抓起，打好群众基础、夯实
人才根基的表现。

推广足球运动，必须要基础建设
先行。只有着眼长远、夯实基础，久久
为功，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
为足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群众性参
与创造条件；也只有足球运动有了广
泛的群众基础，才能迎来足球事业的
振兴和足球发展的长远未来。

推广足球运动
还需基础建设先行

《天涯浴血》
今日将播第7至9集
女子军特务连英名传遍全岛

我省首次夏季沿海水鸟调查结束

发现35种1435只
水鸟来琼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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