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社会公开级
冠军：王荣桢
亚军：王舒乐
季军：高木红

女子社会公开级
冠军：顾宴
亚军：霍宇欣
季军：李东莉

男子社会公开级
冠军：孔德龙

亚军：西蒙（英国）
季军：王岩木

（注：获得第四至第八名的分
别是杜修江、周文积、谭天鹏、谢
东、朱利民）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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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服务网点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秀英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龙华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琼山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美兰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大厅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
理中心 市政府第二办公区服务点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长流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秀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荣山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养德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海信用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时代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新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科苑分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隆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丘海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滨濂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西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京华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坡道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椰海分社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一横路3号金
银洲宾馆（市社保局）一楼007房
海口市秀英区美俗路3-5号二楼
（70路公交车万花坊站）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16号（新华陶
瓷市场3楼105室）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文庄路8号
（琼山区人社局1楼）
海口市美兰区晋江村433号晋江横
街（美兰区政务中心1楼）
海口市蓝天路南侧嘉华路2号（海
口市人力资源市场1楼）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三路9号市政府
第二办公区16号南楼4楼4040室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康路7号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21号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圩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博养村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新海村
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秀英时代广场
一层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业里村（海榆
中线016号）
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
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研发A
楼一楼102房
海口市秀英区丘海一横路28—7至
28一10号福隆广场A栋商铺
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15号锦地
翰城二期A区商务楼（一中高中部
对面）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51号西岭综
合商业小区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海秀信用社一
楼
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京华城一层
1FA060号
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9号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椰海粮油批
发市场

66514494

68631890

66979381

65858163

65304603

65254213

68714935
68700643
68711050
68662129
68711822
68711912
68716570

68664317

68664320

68661059

68640615

68657562

68910732

66988205

68511521

66779967

66821267

序号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网点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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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秀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昆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站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盘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贸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西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濂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滨江分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湖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甸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联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旗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美鑫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青年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联分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港澳发展大
厦一楼
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51-1号星
华大厦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润德广场
11-12商铺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8号财富中
心首层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32号客运
南站
海口市龙华区金盘路29号三青家
苑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9号鑫汇大
厦首层
海口市龙华区解放西路9号金棕榈
文化商业广场F栋一二层商铺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43号椰岛广
场一层铺面（9-11号）
海口市龙华区金濂路7号正业广场
东侧一楼铺面101号房
海口市琼山区首丹雅苑一层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路4号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新大州大道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琼州大道32
号（城东市场对面）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1号东昇楼
海口市美兰区美祥横路2号和风江
岸6-7号商铺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6-1号皇
冠世纪豪门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5-8号海
名轩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博爱南路191号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美舍香槟商住
房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20号岭南大
厦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新阜岛外沙村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沿江六西路
13-14号海岸金沙

68553035

66510854

66735352

66724026

66800409

66825801

66715110

66242850

66503243

66809745

65339224
65897080
65877525

65875405

65303495

65221653

66257391

66266712

66221782

65339425

65346270

66223402

66257112

序号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网点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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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兴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省府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龙分社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2号法
苑里小区1楼105-106商铺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副楼1层海口农商银行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北路23号海龙
大厦一层

66595062

66760538

65200280

序号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网点电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网点名称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兴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桥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谭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旧州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塘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龙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子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致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演丰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洋支行

网点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石山墟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兴墟中山街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山墟解放路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北街
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龙桥墟龙源横
街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遵谭墟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新坡墟新和街
54号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三门坡墟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旧州墟
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龙塘墟机关大
道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土桥墟红旗大
道67号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龙墟东街2
号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子墟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大坡墟蓬大街
5号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致坡墟琼
东北街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三江墟新民街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西河路保障房
一期B栋110、111号商铺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山墟中心街
海口市美兰区国营桂林洋农场场部
中心街

网点电话
65469043
65483027
65569072
65520059

65501024

65483823

65540338

65680050
65656138

65513090

65639031

65623254

65660069

65678839

66516593

65774049

65717854

32855688

65710014

海口市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根据海南省政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

关文件规定，海口市企事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
将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
下：

一、海口市企事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从
2016年12月起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发放时间
为每月15日前。

二、为避免耽误享受待遇，请尚未办理社会保障
卡的退休人员尽快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1份、标准1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服免冠彩色证件
照片1张到海口农商行、67个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
社会保障卡，详情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门户网站或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下载安装“海口
人社”APP在线申领。

三、已领取社会保障卡的人员请尽快持社会保

障卡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农商行、农合行）各营业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激活
手续和开通免费短信通知功能。

四、社会保障卡实行“一人一卡”，不分险种，全
省通用，首张发卡免费，免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短
信费、行内交易费和网银交易费（5万元以下），每月
享受免收2次全国跨行ATM取款手续费优惠(退休
费代发人员每月免收5次)。

五、服务热线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

中心：68571305、68571306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小时服务热线：96588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养老保险科：66704842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6年10月28日

海口市城区社保卡服务网点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海口市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海口市乡镇社保卡服务网点

● 海口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门户网站二维码：

●“海口人社”安卓版下载：登
录应用市场搜索“海口人社”
下载安装，或扫描二维码：

2016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昨天在海口落幕，这是我省举办的第
三届比赛。我省举办国内最大的业余
帆板赛的目的在推动水上休闲运动和
产业的发展。这两年，海南凭借得天
独厚的优势，已逐渐成为国内玩帆的
胜地。帆板运动正在成为我省水上休
闲运动项目的主力军。

让国内帆友都来海南玩帆

“帆板运动是项时尚、阳光的运
动，也是一项很好的全民健身运动。
这个项目要是能在海南发展起了，会
对海南的旅游起到促进作用。”省文体
厅副厅长杨毅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杨毅光说，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
指导意见》。健身休闲产业中很重要
的一块是水上运动，海南四面环海，适
合开展帆板运动。过去，是国内外的
专业帆船帆板来海南冬训比赛，现在，
我们要让更多的业余玩家喜欢帆板运
动，吸引他们来海南玩帆和旅游。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的规模和影
响力日益扩大，从最初的30多人参加，发
展到今年国内外120多人参加，今年的比
赛在东北等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
国内资深帆友有四五千人，我们有信心通
过这项比赛把国内的帆友都吸引到海南
来玩帆，促进海南旅游的发展。

玩帆门槛低 产业链长

这两年，海南和国内其它地方一
样玩帆板的人越来越多。在不少人看
来玩帆难度大，花费较高，其实不然。

海口假日海滩有几家帆板俱乐
部，专门培训入学者。俱乐部的收费
并不高，下海一次在100元左右。今
年暑期，海南省海阔帆舞帆船帆板运
动俱乐部专门针对海口中小学生开设
了三期免费帆板培训班。赛事中心主

任张华透露，10年前由于国内很少有
厂家生产帆板，我们的帆板大都靠进
口，那时业余玩家少，客户主要是各省
市的专业运动队。现在国内一些厂家
开发和研制出了针对业余发烧友的帆
板，这些帆板在1万元至3万元之间。
初学者刚开始接触帆板运动时先别着
急买帆板，也可以先租一条帆板，这样
能节约费用。

省海阔帆舞帆船帆板运动俱乐
部负责人透露，和10多年前相比，现
在海口玩帆的发烧友都是工薪族。
帆板运动入门快，只要会游泳、平衡
性好、胆子大，初学者学三四次就能
下海驾帆了。

香港帆友刘耀民是首次来海南参
赛，此前他经常和他香港帆友去菲律
宾、泰国和越南玩帆。这次来海南后，
他觉得海南是玩帆绝佳的地方。“你们
海南应该大力发展帆板休闲运动，通过
宣传，吸引更多的香港、日本、马来西亚
等地区和国家的帆友来海南。”他说。

杨毅光说，帆船帆板的产业链很
长，它是水上休闲运动产业的重要部
分。当初学者逐渐成为资深玩家后，就

要购买上档次的器材和服装，就会奔赴
国内外的江河湖海里玩帆，就会在当地
产生一系列住宿和餐饮等消费。

来海南玩10天帆花一万元

在国内帆友心目中，海南四面环
海、气候怡人是玩帆的胜地。深圳帆
友曾龙辉这几年多次来海南玩帆，每
次来玩10天，最少要花10万元。

深圳大约有近百名资深帆友，他
们大都来过海南玩帆，不少帆友流连
忘返。曾龙辉说，海南真是个玩帆的
好地方。前年冬天，深圳50多名帆友
专门飞到海南玩帆，我们从海口开始玩
起，到文昌、万宁、香水湾，最后玩到三
亚，10天的海上追风逐浪让大家开心极
了。曾龙辉说：“那一趟海南的东线玩我
们大约花了50万元，人均一万元。”

今年51岁的王岩木是黑龙江哈
尔滨冬雪夏帆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
哈尔滨目前有150多名帆板发烧友。
这几年，王岩木和他的伙伴们经常来
海南玩帆。王岩木说，冬天来海南玩
帆真是人生一大享受，我们有好些帆

友玩着玩着就喜欢上了海南，还因此
在海南买了房子，成为了“海南人”。
这次哈尔滨冬雪夏帆俱乐部12人、6
个家庭来海南参加国际旅游岛帆板大
奖赛，赛后，这6个家庭都打算在海口
看看房子，有合适的就准备下手买了。

王岩木认为，海南帆船帆板产业
发展前景广阔，首先海南的气候和海
域环境在国内无可比拟。其次，国际
旅游岛帆板大奖赛的举办对推动产业
的发展也起到较大作用。国际旅游岛
帆板大奖赛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的
业余比赛，在圈内名气很大。

海南亟待建公共码头

海南做大帆船帆板产业的一大软
肋是缺乏公共码头，只有多建几个低收
费和免费的公共码头，海南的帆船帆板
产业的发展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杨毅光表示，海南有得天独厚的
天气和海域，可惜的是还没能建成一
个帆船帆板的公共码头。我省现有
的几家帆船帆板码头都是企业以盈
利为目的建造的，每天的停泊费用很

高，算下来在有的码头一年的费用最
高达20万元。前几年，杨毅光曾随
国家队和海南队赴国外参加帆船比
赛，他对国外一些城市的公共码头建
设赞不绝口。杨毅光说：“帆船帆板
运动在欧美很流行，法国、澳大利亚
和英国的沿海城市都建有设施完善
的码头，这其中有企业投资的收费泊
位，也有政府兴建的低收费泊位。一
到周末，一家三口、四口扛着帆板下
海的场景比比皆是。”

在建公共码头方面，国内的厦门先
行一步。杨毅光说，前两年厦门五缘湾
码头建成，其中包含了部分低收费的公
共泊位。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有40多
万水上玩家来厦门五缘湾下海玩帆，极
大地促进了厦门水上产业的发展。

杨毅光认为，政府在推动水上产
业发展方面大有可为。首先政府可以
出资兴建公共码头，然后交给专业公
司运营，对来玩的人进行低收费，只有
更多的普通人体验到玩帆的乐趣，他
们才能喜欢上这项运动。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举办业余赛吸引国内帆友 气候环境适合玩帆 发展产业恰逢其时

帆板：我省水上休闲运动的主力军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举办了
3届，一届比一届影响力大，一届比一
届水平高。”青岛的王荣桢赛后说。

今年14岁的王荣桢参加了两届
比赛，别看她是参赛选手中年龄最
小的，她的水平着实不低。去年，她
获得了女子青少年组冠军，今年她
再次蝉联冠军。王荣桢说，本届比
赛一共17名裁判员，总裁判长由亚
洲帆板冠军莫泽海担任，这在业余
比赛中是从未有过的。组委会一名
负责人表示，在前两届比赛中，尽管
组委会也设有仲裁，但这名仲裁基

本是“摆设”，因为参赛选手水平较
低，大家对结果没有争议，用不着仲
裁。在这届比赛中情况突变，随着
帆友们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大家对
比赛中的判罚起了争议，仲裁员一
度忙得不可开交。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是由海南
省、海口市政府联合打造的一项体育
赛事。该赛事借助海南国际旅游岛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结合“体育+旅
游”的模式，促进海南体育、旅游事业
的发展。该项比赛历经两年的发展，
已发展成为系列赛。今年的系列赛事

包含“哈尔滨推广赛”、海口西秀海滩
“测试赛”、“三亚精英挑战赛”以及在
海口西秀海滩举行的压轴大赛“海口
大奖赛”四个赛事。

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赛是邀请了
4名国内现役和退役的帆板专业高
手，其中包括里约奥运会女子帆板亚
军陈佩娜、原中国帆船帆板队员周元
国、黄跃和王爱忱。陈佩娜、王爱忱和
黄跃三人还下水进行了现场表演，与
广大业余选手们一起在风中扬帆，让
观众一睹帆板高手们的风采。他们4
人的出现给本次比赛增色不少。周元

国说，近几年随着水上项目的推广，国
内帆板爱好者不断增加，国际旅游岛
帆板大奖赛的举办，不仅为全国帆友
提供了交流和比赛的平台，而且推动
了业余帆板项目的发展，让更多人了
解到帆板运动的魅力。

组委会一名负责人表示，国际旅
游岛帆板大奖赛明年要在国内进行几
站推广赛，把这项比赛办成国内乃至
亚洲的品牌比赛，并利用比赛把海南
的影响力扩散出去。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里约奥运帆板亚军来琼助阵 亚洲冠军当总裁判长 四站系列赛

把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办成品牌赛事

11月20日，参加第6届三亚国际沙滩健美
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赛的选手在三亚湾进行沙滩
造型训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健美先生比基尼小姐三亚秀身材

足协杯决赛首回合战罢

江苏队客场战平对手
新华社广州11月20日电（记者王浩明）

在20日晚进行的足协杯决赛首回合较量中，高
拉特和特谢拉分别在上下半场取得进球，广州
恒大队主场与江苏队1：1战平。

1：1的比分将让双方27日在南京进行的第
二回合比赛成为决战。取得一场平局、手握一个
客场进球的苏宁占据先机，赛后江苏队主帅崔龙
洙表示，绝不会让对手在南京捧起冠军奖杯。

2016年三亚城市乐跑赛近日在三亚椰梦
长廊举行。此次乐跑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
育司、省文体厅、三亚市文体局指导，以“跑出快
乐、跑出健康、跑出友谊”为宗旨，是非商业性、
非竞技性群众体育活动，赛道设于三亚城市中
心的三亚湾沙滩，全程5公里，吸引了1700余
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文\本报记者 林诗婷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三亚举行城市乐跑

游泳亚锦赛落幕

徐嘉余加冕“四冠王”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20日晚，在日

本东京辰巳国际水泳场举行的2016年亚洲游
泳锦标赛落幕，中国游泳队在最后一天的比赛
中获得6金4银1铜，其中里约奥运铜牌得主汪
顺改写了自己保持的男子200米混合泳全国纪
录；仰泳名将徐嘉余再夺100米仰泳冠军，成为
中国游泳队的“四金王”。中国游泳队总共收获
18金18银13铜。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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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