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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大财政支持，各市县老年大学蓬勃发展，社会老年教育机构逐年增多

让终身教育实至名归 塑造老年人“闪光晚年”

每天早上7点半，93岁的省审计厅
退休干部唐南椿就从家里出发，肩挎着
一个装有学习资料的袋子，手里拿着既
可遮阳防雨、也可当拐杖用的长雨伞。
步行40分钟到位于海口市文联路的海
南省老年大学上课。在学校的英语班
上，他是年龄最大、学龄最长的学生，自
2002年10月到老年大学学习英语至今
已有15年，风雨无阻。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省广大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的愿望日
益强烈，对精神养老的需求越来越高。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老年
人的求学需求，加大财政支持，各市县老
年大学蓬勃发展，社会老年教育机构也

逐年增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晚年
加入到求学的行列中，完成他们“老有所
学”的夙愿。

学习热情高涨
老年大学受热捧

海南省老年大学创办于1993年，是
全省开办最早的老年大学。2002年，唐
南椿重当“小学生”，报名参加省老年大
学开设的英语、保健等学习班。“学习英
语，是迫使自己多用脑，强化记忆力，脑
子越用就会越灵活、不老化，记性也不会
衰退，更重要的是可以广交朋友，分享学
习知识的乐趣。”

给唐南椿当了15年英语老师的蔡

小玲说，唐老勤奋、谦虚、好学，上课认
真听讲，积极做笔记，从不迟到早退。
因为他15年反复上着相同的课程，再
加上学习专心认真，他几乎可以把一
些课文熟练背诵，班里的“老”同学遇
到不懂的单词和语法都会请教他。唐
南椿常年学习，连续多年被评为“好学
员”。

老年大学良好的学习环境受到离
退休老年朋友的喜爱。如今，在十多
年前还十分小众化的老年教育机构，
如今出现了“一位难求”的景象。

省老年大学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几年，每逢春季报名时，省老年大
学总是受到老年人的热捧，有的老年朋
友半夜赶来排队，甚至提前到学校附近

酒店过夜，期望报到心仪课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省老年大学今

年初正式开通网络报名系统。网络报名
系统启动后，不到10分钟，音乐4个班、
民族舞2个班、电子钢琴2个班的学位就
已报满；交谊舞基础班、英语基础班和英
语口语基础班、葫芦丝基础班招生名额
在2个小时内报满。

据介绍，目前，省老年大学共开设
18个专业61个教学班，仅音乐专业就有
11 个教学班，注册学员突破 1900 人
次。学校设有各种专用教室，如音乐、舞
蹈、电子钢琴、电脑、书画室等，每间教室
都配备有空调、投影、音响、液晶电视机
等教学设备，音乐教室还配备钢琴和手
风琴。

增添生活情趣
老年课堂成精神寄托乐园

家住海口凤翔东路的退休干部李丽
霞去年报名了小区附近一家培训机构的
老年人舞蹈班，现在她忙得不亦乐乎。

“在这里，大家每天讨论舞姿、讨论演出
服饰，已经忘了自己的年龄，成了追求时
尚的潮人，每天过得非常充实。”

记者了解到，在我省很多小区，有许
多针对老年人开设的培训教育机构，机
构内开设的课程通常有书法、绘画、摄影、
声乐、器乐、戏曲、保健、烹饪、旅游、瑜伽、
广场舞、民族舞、国标舞、交谊舞、太极拳、
太极剑、时装表演、古代诗词赏析、收藏与

鉴赏等。老年人可以就近接受学习教
育，通过交换技能，互相取长补短。如今，
老年学校、老年培训班开设的课堂已经
成为老年人精神寄托的乐园，成为老人
们增添生活情趣、结交朋友的平台。

“几年前，我们报名参加省老年大学，
是这里的元老级学员了。”从国有企业退
休的张祖国夫妇笑着说，来了就不想走，
很享受在这里的学习生活。由于妻子黄
金莲性格内向，退休后，张祖国决定鼓励
妻子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自己也成为一
名陪读生。“以前生活条件艰苦，家庭压力
大，很少接触文艺活动。”黄金莲说，现在
和老伴在老年大学里一同成长、彼此依
靠，老年大学为夕阳生活添彩。

2015年，一家主要经营居家养老服
务的麦芽糖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海口中心
店在海口市海甸岛开业，中心特为居住在
周边的老年人开办了兴趣课堂，设计了模
特、形体、京剧、书法、绘画、摄影、合唱、拉
丁舞、民族舞、新疆舞等课程。“这里为老
年人提供了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一个交
流学习的平台。”麦芽糖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课堂内，老年人可以学
习各项才艺；课堂外，服务机构会定期组
织老年学员外出旅游，许多老年人在课堂
外成了很好的朋友。

近年来，老年教育事业越来越得到
党和政府的重视。去年10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年）》指出，老年教育的增量重点放
在基层和农村，形成以基层需求为导向
的老年教育供给结构，优化城乡老年教
育布局，因地制宜地开展老年教育。探
索以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建
设老年开放大学，开发整合远程老年教
育多媒体课程资源。到2020年，各省
（区、市）都应初步建立起支撑区域内老
年教育发展的老年学习资源库。

“我国老年教育的不断发展，不仅丰
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对我国构建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特
别是在适应老龄化社会变更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策划/阿超 撰文/阿超 图/阮琛）

全国县级以上城市
原则上至少应有一所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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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海南省老年大学的学员在学习中，他们在这里学到知识的同时找到了归属感，收获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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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老年教育
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

广告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我国第三批
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培养院校。根据招生计划，2018年
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
非全日制120名，全日制3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7年10月10日-31日每天

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 2.现
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考试
时间：2017年12月30-31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 A 栋
A110室

2018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为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我省已于

2017年10月9日起启用公安部统一开发的机动车号牌

选号系统，为严防中介进行“买卖”机动车号牌号码违法

行为，保障群众选取机动车号牌号码公开、公平、公正，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面向社会鼓励群众积极举

报新系统启用（10月9日）后发生的“买卖”号牌号码违

法行为，举报电话：68835146。对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即

奖励举报者人民币伍万元，并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警

方将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

特此通告。

关于有奖举报非法
“买卖”机动车号牌号码的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7年10月26日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建设车辆超限不停车称重检测与非现场执
法系统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现计
划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13+650、K587+400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
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17年11月2日至11月8日;
二、管制路段及方式:（一）2017年11月2日封闭G98高速公路K13+
650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施工5小时，由定安往海口方向的车辆，绕
行定安互通-省道S202-国道G223-海口。（二）2017年11月3日至8
日封闭G98高速公路K13+650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K587+400
左幅（洋浦往海口方向）应急车道，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工期
如遇雨天或不可抗力因素则顺延。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
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
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7年10月26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不停车称重
检测系统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企业分立经营公告
海 南 万 福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201682335B

为了促进经营合理化，经股东研究商定，并报请各有关方批准，
海南万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派生分立为海南万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海南金万福旅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兹订
2017年8月31日为分立基准日。二、自该日起，海南万福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一切权利义务按合同规定，由海南万福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和海南金万福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分立承受。三、向海南万福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伍仟肆佰
贰拾贰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亿肆仟肆佰贰拾贰万元整，海南金万
福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四、自依《公
司法》的规定公告，凡海南万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人，如
有异议，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特此公告。

海南万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各位会员、各位乡友：

在“乡情有根皖人爱故土、文化无界琼州建家园”的

旗帜下，得益于您的关怀、帮助和厚爱，海南省安徽商会

和海南省徽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海南安徽两会”）走

过了十几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2017 年，海南省安徽商

会荣获 5A级商会殊荣。我们真诚期盼新老会员继续支

持“海南安徽两会”工作，充分发挥其凝聚乡情、融合文

化、拓展自我、促进合作的社团品牌功能，共建皖籍海南

人的新家园！

海南省安徽商会、海南省徽文化研究会定于2018年1

月13日（周六）进行换届选举活动，请新老会员于公告之日

起至12月15日前，到“海南安徽两会”换届筹委会秘书处办

理报名登记手续，以取得参会和参选资格。请互相知会，以

免错过换届时间。同时，提醒您报备以下资料，以便印制通

讯录和宣传画册：1、个人近照及基本情况；2、企业名称、公

司简介、人员规模、纳税情况及党员人数；3、企业LOGO；

4、您对“海南安徽两会”寄语等。

诚邀在琼皖籍企业家、文化人士、各界乡友踊跃加入自

己的组织，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共同创造新“徽煌”，做出在琼

皖人应有的贡献！

“海南安徽两会”换届筹委会秘书处

“海南安徽两会”秘书处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

大 厦 2811 室 ；联 系 人 ：胡 素 华 18689633233、潘 倩 影

18689898800。敬请登录“海南安徽两会”网站 www.hnahlh.

com和公众号hnhs888，查询换届相关信息。

海南省安徽商会 海南省徽文化研究会

换届公告

诚聘
海口永嘉大酒店是海南佳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海口市商业区全新打造的新一代城市高端休闲型商务酒店，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

与金牛路口交汇处（京江花园对面），紧临省公安厅、省电信公司、海马汽车、汽车4S店、海南日报、海口日报、海南电视台、海口电视台、
港澳开发区、金盘开发区、海口保税区、高铁东站、汽车南站、各大药企等，层高23，气势恢宏，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酒店拥有精致豪华客房256间，可容纳300人的宴会厅、20小时营业茶楼、各种大小会议室、大堂吧、中餐厅、行政酒廊等配套设施。
海南佳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现在海南海口、三亚、东方、儋州、昌江、临高、白沙、屯昌、琼中等市县管理近30家

酒店。拥有佳捷连锁、佳捷精品、悠谷客栈、永嘉四个品牌，涵盖经济型、中、高端市场。现已成为海南本土管理酒店数量较多，发展较快
的酒店集团。公司2011年被评为“海南酒店竞争力品牌”。2013获得中国酒店星光奖“发展潜力连锁酒店品牌”中国饭店协会颁发的

“年度发展潜力酒店管理公司”。
因新店开业在即，现面向社会诚聘如下工作人员：

1、以上管理岗位要求正直坦诚，敬业爱岗，履历优秀，成绩卓然，一经录用均包食宿+绩效工资+工龄工资+生日补贴+年终奖金+优
秀奖励+节日福利+季度活动+周末水果+带薪年假等；

2、公司提供全方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
3、集团发展空间大，为员工开通由基层往高层的顺畅通道；
4、有意者请直接发简历至QQ593591684！
5、以上招聘长期有效，欢迎有志之士加盟！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73号，金牛路与南海大道交汇处往东180米；东风日产4S店旁；京江花园对面
联系人：李先生 13876028228 邮箱：593591684@qq.com

职 位
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财务经理、会计主管、审计
营销部经理、主管

前厅、客房、餐饮、楼面经理
行政酒廊、大堂吧主管

前厅、客房、餐厅、主管领班
点心厨师、中餐厨师、吧师

前厅接待、收银
洗碗工、PA、客房、餐厅服务员

保 安
工程主管、综合维修

要 求
两年以上酒店管理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酒店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酒店销售经验，有客户资源

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男女不限，形象气质佳，表达能力强
男女不限，吃苦耐劳，服从工作安排

能吃苦耐劳，服从工作安排
相应证书及工作经验

待 遇
6000-12000+补助（面议）
3500~8000+补助（面议）
3500~8000+补助（面议）
3500-8000+补助（面议）

3500~6000+补助
2500~5000+补助

3000~13000（面议）
2200~3000+补助
2000-3000+补助
1800~2500+补助
2500~5000+补助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

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现场服

务。会议时间：2017年12月8日-10日，会议规模：600人。

服务项目包含：会场布置、会议引导、餐饮、茶歇、住房安排、项

目考察、交通接驳等600人左右（含200人左右接送机）大会

服务工作。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

年有同类会议活动工作经验，接待过千人以上规模会议的

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0月25日至31日，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

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11月1日17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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