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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2016年第二批公开招聘公告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隶属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
责我省重点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现因工作需要，我局
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聘12名编外工作人员，招聘岗位及人数如下：

1.文秘岗位1人； 2.工程项目管理岗位1人；
3.质量管理岗位2人； 4.安全管理岗位2人；
5.综合协调岗位1人； 6.设计管理岗位1人；
7.计量管理岗位1人； 8.计划管理岗位1人；
9.财务管理岗位1人； 10.出纳岗位1人。
请登录海南省交通运输网、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网站、前程

无忧网查看具体招聘事项要求。
联系人：云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252263 13519831330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10HN013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位于海南省万宁市新行政中心综合
服务区商住小区用地及地上一期在建工程整体项目，挂牌价人民
币11733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

万宁市新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商住小区项目位于万宁市万
城镇城北新区往周家庄村委会道路东侧，东毗邻万宁小海（泻
湖），占地面积为 33799m2（50.7亩），计划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
占地面积21313m2（31.97亩），二期工程占地面积12486m2（18.73
亩），现已建成一期9栋三层联排别墅，每排4套，共36套，建筑面

积11170.02m2，室内尚未进行装修，小区配套设施尚未完备，工程
尚未竣工验收和结算。

本项目采取“一人协议成交或多人网络竞价成交”的方式确定
受让方。公告期从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21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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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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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10月24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6年11月11日下午15时对以下标的物依

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大厅（太原市
迎泽大街388号国际大厦2层）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特
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长怡路10号长信海岸
水城海岸21幢的房屋一套。二、特别提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
年11月9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不计息)并办理登
记手续，保证金数额及缴纳方式按本公告所列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预展时间：2016年10月24日—2016年11月9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方式：0357-2588156 13653699123（孟先生）

0351-2362070 15835112440（闫女士）
山西尧泽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4日

结算通知
三亚德航商业有限公司：

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解除〈三亚鸿港新贸城商业经营合

作意向书〉协议》（下称该协议），贵司应当向我司支付商铺使用

费和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2971435元。请贵司接本通知后3

日内前来我司结算相关债权债务，逾期则视为贵司对上述款项

的确认。特此通知。

三亚林达吉阳农产品综合批发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4日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徐学健，男，1959年12月出生，海南
临高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77年
9月参加工作，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正处级），市交通局局长、党组书记，琼
山区委书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
长、党组书记。现任洋浦经济开发区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拟提
名为三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王克强，男，1962年9月出生，河南桐
柏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副研究员，1983年8月参加工作，
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财政局局长，管
理局副局长、工委委员。现任海南省商务
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会展局局长，拟提
名为儋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谢雄峰，男，1965年9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1986
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海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办公室调研员、主任，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
任。现任中共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拟提名为儋州市政协主席候选人。

岳 进，男，1958年4月出生，辽宁
锦县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高级
会计师，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
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海棠湾工委书记、海棠湾镇党委书
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市直属机关工
委书记，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现任中共三亚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拟提名为海南省人大代表、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专职，正厅级）候选人。

袁光平，男，1966年4月出生，重庆市
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
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室主任，市审计局
局长、党组书记，美兰区委副书记、区人民
政府区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财政部经
济建设司副司长（挂职锻炼）。现任中共
海口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苻彩香，女，1963年4月出生，海南
儋州人，黎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妇联儿童部部
长兼省妇儿工委办专职副主任、妇女发
展部部长，万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
锻炼），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副司长（挂职
锻炼）。现任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党组成员，拟提名为省妇女联合会主席
候选人，任省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

符 革，男，1969年6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
硕士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3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委副
书记、市旧城区（城中村）改造指挥办公
室副主任，龙华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
区长。现任中共龙华区委书记，拟提名
为中共海口市委常委候选人。

顾 刚，男，1977年4月出生，陕西
镇安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
士学位，1998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金果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京银泰置业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省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副区长（挂职锻炼）。现任海口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副厅级），拟
提名为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龙卫东，男，1967年11月出生，湖南
涟源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1989年 8月参加工作，1996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
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
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动员办公室）
党组书记、副主任，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党组成员，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
书记，美兰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

长。现任中共美兰区委书记，拟提名为
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刘辉平，男，1964年2月出生，江西
赣县人，汉族，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
助理研究员，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口
海关办公室副主任、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驻美兰机场办事处主任、法规处处长。
现任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副厅
级），拟提名为海口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符 军，男，1962年6月出生，海南
儋州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助理研究
员，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职业介绍
服务中心副主任，省人事劳动保障厅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人才流动开
发处处长、政策法规处处长、公务员管理
处处长，省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处处长。现
任海南省公务员局副局长兼考试录用处处
长，拟提名为海口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厉 春，男，1962年3月出生，浙江
东阳人，汉族，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学
位，中学高级教师，1983年7月参加工
作，民盟盟员。历任海南省海口市第一
职业中学副校长（副处级），市教师进修
学校校长，市教育研究培训院院长，市第
一职业中学校长，市第一中学校长，民盟
海口市委会主委。现任海口市教育局局
长，民盟海口市委会主委，拟提名为海口
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李顺华，男，1967年5月出生，河北
青龙人，满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
士学位，四级高级法官，1991年9月参加
工作，民盟盟员。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庭长、执行局
局长（正处级）。现任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正处级），拟提名为海口市政
协副主席候选人。

冯玉英，女，1962年11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1
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美兰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美兰区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正处级）、信访局局长。现任海
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拟提名
为海口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徐亚辉，男，1963年12月出生，浙江
兰溪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
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执行局执行庭副庭长、政治部宣传教
育处处长、立案庭庭长，省人民检察院专
职纪检组组长（副厅级），儋州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现任海南国际旅
游岛先行试验区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副厅级），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拟
任中共三亚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邓 忠，男，1968年9月出生，广东
梅州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管
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副处长、机关团委副书记、总值班室助理
调研员、正处级秘书；三亚市委副秘书长
（正处级），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
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
记，海棠湾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现
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提名为中
共三亚市委常委候选人。

陈小亚，男，1963年6月出生，海南
乐东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3年12月参加工作，1993年9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计划
局副局长、发展计划局副局长，河东区工
委书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
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市南山文化旅
游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
书记，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现任
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提名为中共

三亚市委常委候选人。
林 海，男，1976年10月出生，海南

定安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96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地方
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征稽局局长、党组书
记，河西区工委副书记、书记、管委会主
任，海棠湾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海
棠湾镇党委书记。现任三亚市海棠区委
书记，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工作委员会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提名为中共三亚
市委常委候选人。

王文荣，女，1966年6月出生，江西
抚州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学
位，高级经济师，1987年7月参加工作，
民革党员。历任农行海南省分行国际业
务部副处级干部、副总经理（副处级），海
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规划财务科技处副
处长、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海南铜鼓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计划财务
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国土资源厅计划财
务处处长，拟提名为三亚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候选人。

蓝文全，男，1963年5月出生，海南
三亚人，黎族，大学学历，1984年7月参
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三亚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
长，市爱卫办主任，市城市管理局副局
长、市城管监察支队支队长，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三亚湾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正处级）、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党组书
记。现任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拟提名为三亚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候选人。

何世刚，男，1972年7月出生，海南
三亚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
1996年3月参加工作，无党派。历任海
南省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副局长，市
司法局局长，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处
级）。现任三亚市水务局局长，拟提名为
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王铁明，男，1961年9月出生，辽宁
北镇人，满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高级
经济师，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辽宁省葫芦
岛市城建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市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市城建综合开发办主任、
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城市综
合执法支队支队长；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正处级）。现任三亚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拟提名为三
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韦忠清，男，1963年9月出生，海南
乐东人，黎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哲
学学士学位，1984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8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乐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现任乐东黎族自治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拟提名为三
亚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朱传华，男，1969年3月出生，湖南
澧县人，汉族，大学学历，理学学士学位，
副研究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民建会
员。历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
研究所海南三亚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
副主任，民建海南省三亚市委会专职副
主委，三亚市人民政府督查议案室主任、
办公室调研员、副秘书长（正处级）。现
任三亚市林业局局长，拟提名为三亚市
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董建平，男，1964年1月出生，河北
藁城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5
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工委
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城乡规划处副处
长（挂职锻炼）。现任中共三沙市委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正处级），拟提名为中共
三沙市委常委候选人。

袁 斌，男，1971年2月出生，海南
东方人，汉族，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9
年3月参加工作，1994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东方市委常委、大
田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席、八所镇党委
书记，西南中沙群岛工委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现任三沙市财税局局长、党组书
记，拟提名为中共三沙市委常委候选人。

李 锋，男，1973年11月出生，海南
东方人，黎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5
年9月参加工作，1994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江苏省常州
市戚墅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锻炼）。
现任三沙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拟
提名为三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温 龙，男，1966年11月出生，江苏
邳州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公
共管理硕士学位，中学一级教师，1986
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
处长，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常委、副区
长（挂职锻炼）。现任海南省委宣传部理
论处处长，拟任中共儋州市委委员、常委。

张国盛，男，1967年9月出生，海南
儋州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8
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儋州市农业委员会
副调研员，峨蔓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
席，市民政局副局长，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正处级）。现任
中共儋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处级），
拟提名为中共儋州市委常委候选人。

王安仍，男，1964年4月出生，海南海
口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工程师，1983年 7月参加工作，
200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无线电二厂厂长助理、工会主席，儋州
市科技副市长（挂职锻炼），省经贸厅企业
改革处助理调研员，屯昌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现任屯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拟提名
为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陈清奎，男，1962年5月出生，山东
嘉祥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0年12月
参加工作，1988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
心主任；海南省临高县金牌开发区工委
委员、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儋州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主
任、党组书记。现任儋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正处级）、党组书记，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拟提名为儋州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张玉萍，女，1965年7月出生，云南
通海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
学位，1988年8月参加工作，九三学社社
员。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副处级），九三学社海
南省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现任儋
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正处级），拟提
名为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肖发宣，男，1973年10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文
学学士学位，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科协组宣部副部长、党组秘书、组宣部
部长、办公室主任，儋州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正处级），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现任
儋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正处级）、党组
成员、办公室党组书记，拟提名为儋州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田丽霞，女，1969年1月出生，内蒙
古商都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法
律硕士学位，三级高级法官，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6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检察处处长（副处级），龙华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正处级），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琼山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现任海口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市海防和口岸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拟
提名为儋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赵江泽，男，1975年5月出生，海南
儋州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1999 年 3 月参加工作，
200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财政国库支付局综合处副处长，儋
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处副处长（挂职锻
炼），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区长助理（挂
职锻炼），儋州市那大镇党委副书记（挂
职锻炼），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副处长、
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挂职锻炼）。现任儋
州市财政局局长、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儋
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人。

税军，男，1966年11月出生，四川犍
为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
位，工程师，1988年7月参加工作，民盟盟
员。历任海南省信息产业局信息技术处
副处长、处长，省工业经济与信息产业局
信息技术处处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
产业处处长、信息化推进处处长。现任海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园区发展处处
长，拟提名为儋州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王凌融，女，1967年12月出生，湖南
石门人，土家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
管理硕士学位，1989年7月参加工作，
199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
长、局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和庆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
席。现任儋州市审计局局长、党组书记，
拟提名为儋州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侯启江，男，1966年2月出生，海南
儋州人，黎族，大学学历，理学学士学位，
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儋州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副局长，雅星镇党委书记、镇人
大主席，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副局长
（副处级）。现任中共儋州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正处级），
拟提名为儋州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冯汉芬，女，1970年1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纪委、
省监察厅政策法规调研室副处级纪检
员、监察员，万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省
纪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预防腐败局
办公室主任。现任海南省纪委、省监察
厅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拟任海南
省监察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陈集文，男，1961年4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经济师，
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
试验区工商局助理调研员、局长助理；省
工商局合同管理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
市场规范管理处处长，外资企业注册处
处长，纪检监察处处长；省纪委、省监察
厅驻省工商局纪检组（监察室）副组长、
主任，纠风室主任，第四派驻纪检组（监
察室）组长。现任海南省纪委派驻省农
业厅纪检组组长、省农业厅党组成员，拟
任海南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徐 斌，男，1971年7月出生，湖北
潜江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1989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团委专职副书记
（副处级）、二处副处长，省法制办公室备
案审查处处长、法制综合处处长。现任
海南省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正处级），
拟任海南省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副厅
级，试用期一年）。

吴育军，男，1960年9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汉族，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学
位，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人大常委
会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法规室一处副处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规章备案处处长，拟提名
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人选（试用期一年）。

刘 华，女，1969年3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作，民建
会员。历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
书处副处长，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执法
监督处副处长、司法处副处长、司法处处
长。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
作委员会内务处处长，拟提名为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人选（试用期一年）。

林 媚，女，1967年5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办公厅秘书
二处副处长、调研员，秘书一处处长，秘
书处处长；省委机要局（省国家密码管理
局）局长。现任海南省委办公厅副巡视
员，拟提名为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人选。

郑 红，女，1961年5月出生，四川
西昌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0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科协办公室
副主任，学会部调研员、部长，办公室主
任。现任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人事
部部长，拟提名为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
席候选人，任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

李 森，男，1964年3月出生，四川
宣汉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教育学博士
学位，研究员，1986年 7月参加工作，
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南
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现任西南大学图
书馆馆长，拟任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试
用期一年）、党委委员。

李长征，男，1964年12月出生，甘肃
合水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5年
8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团委副
书记（副处级）、办公室副主任，华兰科技实
业开发公司经理；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管理局副处级干部、机关党委一级主办，洋
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工委）办公室副主
任、调研员，省稽察特派员办公室稽察特
派员助理，省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
专职监事，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
办公室专职监事，省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现任海
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拟任海南海
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夏亚斌，男，1966年12月出生，湖北
鄂州人，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会计师，1988
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工业厅企业处副处
长、处长，省经济贸易厅企业改革处处长，
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发展处处长，省汽车
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挂职锻炼），省汽车运输总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
记。现任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海南海汽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拟提名为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
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6年10月24日至28
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 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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