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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下述职位人员，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岗 位

新媒体文字编辑

新媒体美术编辑

安卓工程师

服务端工程师

职数

3

1

1

2

岗位素质要求

1、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中文、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毕业, 年龄35周岁以下；
2、有新媒体运营经验的应届毕业生，有过报纸记者、编辑或新闻类微信、微博、客户端或相关新
闻网站编辑从业经历者优先；
3、政治立场坚定，品行端正；工作踏实、吃苦耐劳；创新意识强。具备高度的新闻敏感，把关能
力强，文字功底扎实，具备一定的采写、编发新闻的能力。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工作严谨有责任心；年龄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2、熟悉报纸、网站和客户端美术编辑和工作流程；
3、熟悉使用方正飞腾、Indesign、Photoshop、AI（Adobe illustrator）各种排版及设计软件；
4、手绘能力强，独立完成一些新闻漫画和图表制作；
5、熟练运用第三方平台进行H5设计及制作；
6、具备良好的设计感觉和丰富的表现技巧，能够按时独立完成设计工作；
7、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敬业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领悟能力。

工作职责：
1、负责集团新媒体的Android客户端的维护及开发工作；
2、负责Android客户端架构设计，负责Android客户端相关产品的开发及不断优化；
3、参与项目重点、难点的技术攻坚；
4、负责优化工作流程，实现新特性，改善易用性，提高研发效率；
5、规范文档的编写、维护，以及其他与项目相关工作。
职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2年以上工作经验；
2、较强的代码阅读能力，代码风格良好，能设计出高效、合理、易读、易于扩展的程序结构；
3、具备较强的团队精神、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工作认真负责；
4、具有很强的新知识学习能力和错误调试排错能力。

工作职责：
1、负责发布平台的开发和维护；
2、负责支撑本部门所有业务的系统的开发和维护；
3、负责移动端数据接口API的开发和维护。
职位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扎实的计算机理论基础；
2、熟悉PHP主流框架，有PHP的大中型系统开发经验；
3、熟悉B/S结构系统分析及设计经验，有构建可伸缩、可扩展、高可用系统经验；
4、精通MVC/REST架构、模板引擎、中间件的原理与应用；
5、熟练掌握各种设计模式和面向对象设计原则，具备较强的模型抽象能力；
6、熟悉web开发，对HTTP协议有深刻理解；
7、具备良好的编码风格，注重系统可用性；
8、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9、工作严谨，有激情，有责任心，关注用户体验；
10、有大型互联网企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进入南海网，下拉至“天下”-“活动公告”下载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

lyjob@163.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时请明确应聘岗位。编辑岗位的报名截止
时间为2018年6月12日，工程师岗位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

三、录用程序
我集团将按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考核、审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2018年6月开始，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原海南省

国营西联农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对离岗

人员进行全面清理，清查出离岗人员共687人。现公告通知下

列人员于2018年6月30日前回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报到登记，逾期不回者，视为自动离职，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终

止劳动关系处理。

陈学祥、陈定加、李文光、王庆宏、杨忠东、赵阳花、陈小

其、符学雄、李桂妹、邱福南、潘少忠、杨建南、林风平、徐志健、

许建春、罗胜威、王道辉、刘 雷、陈志雄、邱荣林、熊海伟、王

安祥、陈香爱、符徳卿、覃祖芝、陈锦潮、王挺烂、刘汉光、陈观

明、黄庆瑞、沈正满、何善能、刘腾帅、邝家雄、李桂妮、詹海辉、

吴育勇、刘腾义、钟俊明、许成文、符学高、李朝忠、刘东汉、邱

福山、陈那仁、罗民起、李开兴、杨填勇、王 坚、余永生、张崇

秋、符红安、陈贵南、陈小杰、羊瑞盈、符理新、章子英、薛文娂、

李怀文、刘瑞阳、王光龙、陈教荣、汤海清、符必忠、李自球、羊

成英、纪志标、甘宗斌、潘积其、钟洁刑、王鹤勇、符锦春、林发

雄、王建育、吴朝文、王开龙、陆振富、符雅庄、陈玉清、王龙背、

唐志强、王龙真、吴锡魁、陈伟和、吕家梅、段国养、陈叶儒、陈

振新、陈小虎、陈帮繁、陈多才、陈勋成、陈劳养、陈井育、陈方

生、陈 军、陈志荣、黄 城、黄美良、段师强、段秀琼、张金行、

张石怀、曾五侬、蒙国强、吕寿多、凌钦福、曾二富、曾国坚、曾

劳助、曾业才、曾劳山、曾业明、曾学才、曾树伦、曾茂红、林永

军、林湖、林木成、林井代、苏二梅、苏千种、苏日康、苏三彬、苏

良侬、苏文军、苏祥侬、苏井助、符 恩、林玉存、陈火德、吴桂

彬、凌钦文、陈水福、王如龙、吴秀伦、邱立超、梁海华、张宏伟、

段树和、王 宁、唐劳宁、韦世凛、蓝荣进、林朝权、曾石侬、苏

全厚、李枝琼、李明跃、曾方赞、苏泽强、曾业华、吴瑞明、简锦

荣、蔡石携、刘树华、简福勋、陈日汉、唐小保、唐茂侬、唐山良、

陈土育、李德茂、吴有明、邢炳权、邢小权、唐永良、苏学明、张

福就、黄上怀、黄凤祥、张宏安、梁松森、王海忠、黄圣辉、陈新

望、李新添、王吉理、代国万、程汉新、余德光、刘天盏、欧海武、

段方强、张壮行、陈圣华、陈昌明、陈志海、陈锦明、钟学超、陈

雄科、钟定光、吴锦文、陈先平、陈小鹏、林明清、卢文丹、庄良

兴、黄吉虎、王茂雄、李海森、王一峰、李亚堂、曾繁笋、陈广川、

陆瑞周、刘 哨、贺新国、刘 勇、许克明、温海飘、王 生、胡冬

乾、刘孝友、梁锦成、陈亚东、吴振良、李亚船、章承存、林达南、

王学荣、陈亚负、黎 东、唐土良、王如春、韦海标、符庆国、黄

胜明、林世全、王亚其、李建荣、古政雄、何达科、华亚银、黄建

真、黄啟峰、黄耀辉、黄志宏、吉成校、江功远、江照海、李春民、

李光先、李小明、李源平、李运骑、练秀安、梁志平、廖小明、林

家新、吕友明、罗兴欢、麦维海、彭新然、邱伟刘、邱新立、沈明

开、唐贻安、王春雄、王干强、王 辉、王喜民、王 新、王贻涛、

王永恒、王友文、魏乙西、吴少光、夏新峰、谢崇照、谢水芳、辛

超荣、许明忠、叶伟明、袁江平、曾 宇、钟明真、周思明、周卫

祥、周友贞、王金波、王正理、冯可星、苏行吉、何泽逢、李统文、

冯振华、王吉理、陈进武、周阳精、冯 进、林瑞明、杨海元、王

吉军、叶信良、王亚伍、李 顺、黄 伟、刘伟雄、刘林城、钟新

光、许良伟、谢卓精、王春来、王应文、陈亚劳、许召胜、陈明芳、

杨维宁、王挺教、陈秀娟、王粉情、蔡海青、王风林、苏妹菊、李

春满、李秀群、陈凤娟、刘海英、谢妹兰、李长女、辛秀玲、郭石

妃、代淑花、陈香女、谢玉兰、林香女、羊喜爱、林美柳、覃德惠、

陈赛兰、陈秀萍、李何菊、陈雪方、吴教美、曾木带、俞 珍、张

焕英、段忠香、李壮丹、段长交、黄丽娟、符荣珍、王桂芳、符妹

芬、廖连玉、符燕芳、羊玉女、董八女、简石女、梁树莲、羊瑞香、

严女香、谢井兰、林秀银、李淑珍、王怀成、简纯兰、符爱兰、李

海燕、王胶吴、陈 成、陈道祥、陈登山、陈冠胜、陈海林、陈海

明、陈坚城、陈魁伟、陈李福、陈求升、陈文武、陈永兴、陈育彬、

戴海球、符达春、符发胜、符加样、符史发、符世干、符照全、覃

绍源、邱纪权、姜汉新、符万传、林国强、叶 红、钟汉平、苏锦

超、谢正家、严训子、姚永光、王应常、简合娂、张海利、苏好芳、

羊子卿、王大壮、王家明、刘朝光、李建平、李木盛、陈伟陆、何

利才、王琼花、徐带友、王俊娇、华精妹、符丽萍、符爱芳、王初

兰、吴秀女、陈燕选、符飞燕、陈桂风、黄海英、李二女、吕少玲、

陈风丽、许菊秀、陈金英、陈亚月、沈桂萍、符文汝、李爱莲、王

盛坤、余姚萍、简高峰、王桂波、袁 勤、李国英、吴莲彩、吴树

香、张五女、吴爱莲、刘不四、苏小六、符爱勇、李桂华、吴仁香、

钟燕珍、刘玉英、刘亚声、许维玲、李桂球、王吉子、钟瑞兴、吴

养侬、王卫东、林世贵、刘巡标、章子学、吴学平、章子英、王道

忠、黄炳坤、王建忠、符开茂、简井才、潘积寿、陈国生、王大坚、

程海平、薛照吉、侯佳佳、姚永学、谢发荣、叶展洪、许开创、羊

禄为、韦国雄、吴育华、劳世荣、吴文虎、符建强、简国秀、陈小

武、王庭管、李祥成、薛建朝、蔡阳胜、李学防、谢启家、羊敏常、

郑海陆、陈永灯、吴木蕃、凌钦表、曾日棉、王吉宏、符亚锦、李

相森、吴学强、吴全交、陈冠才、陈家有、曾叶和、王福代、吴华

明、刘振球、黄立强、许治春、黄义昌、黄进全、李劳光、苏俊雄、

韦业雨、黄 清、吴开明、黄树隆、蔡杏元、蔡德强、蔡杏林、符

雅明、苏福兴、吴福才、黄永裕、王显侬、羊生强、郑勇廷、李永

基、李明专、李明鸥、王扩亨、符进才、李壮英、羊万照、洪树年、

陈世平、郭胜伟、余德生、董火留、李枝拔、李土厚、温林荣、江

朝仁、曾茂荣、关庆修、曾树侬、吴瑞德、钟瑞德、邓福礼、洪超

中、苏 良、吴福金、钟冠周、贺海钢、王伟忠、许发见、符笃师、

谢伟强、谢木生、王光开、符康成、李付强、陈福康、黄圣鸿、唐

庆光、杨方强、王国法、余旺业、邓成礼、黄义寿、杨发庭、杨国

仁、苏泽林、徐建明、吴天春、陈成飞、盘章华、符二能、薛庆基、

陆宏壮、黎文道、李日雄、符杨标、潘业镇、王振刚、张庆华、云

才芳、张崇赞、彭海明、吴 泰、陈锦生、邱立峰、陈寿坚、吴学

超、曾日光、许中才、陈 亮、容献松、简二侬、谢可夕、符万平、

李 成、陈 健、欧钢民、李宠浩、侯海平、陈良辉、严振文、李振

洪、陈祖望、黎日操、符开佐、符海成、李海明、林国政、吴光燕、

栗生根、黎景明、冼学伟、吴成荣、羊开榜、薛永谋、黄世富、刘

友良、符笃建、李安娂、李小兵、刘海峰、邓小宁、朱仕广、王建

峰、黎学强、庄辉建、潘正光、王任侬、郑新生、符金道、符春霞、

王科文、云大辉、郑炳元、冼万福、吴仕剑、李性荣、蔡友明、羊

壮山、谢正恒、李南雄、李南金、黄永生、王定权、谢应仟、钟海

成、黎燕珍、吴仕勇、李 辉、黄庆财、张崇振、李柏荣、王垂后、

黄日球、陈海洪、罗文啟、黄家全、王庆军、苏啟学、陈亚勇、李

俊国、刘德明、孙广宇、陈高坤、陈细勇、符明勇、王德林、吴学

先、郑 磊、颜宏良、王忠情、符明崇、黄彩阜、李开清、黄丁知、

陈加文、吴福文、唐忠厚、杨木荣、吴光叶、陈俊建、罗其辉、杨

文生、李亚成、周达侬、王国民、李进莲。

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日

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公告

本报营根 5 月 31 日电 （记者
郭 畅）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麦当劳于
近日公布了“2018 俄罗斯世界杯
麦当劳球童中国区选拔活动”的

中选名单。琼中女足的队员吴优
突破重围，当选本届牵手球童，
将在 7 月 15 日举行的世界杯决
赛中出场。

琼中女足教练吴小丽说，本

次 活 动 通 过 自 我 展 示 、足 球 文
化、技巧等多个标准对参赛选手
进行网络选拔，在众多参赛者中
挑选出两名 6 岁至 10 岁的中国
小球员，作为球童参加世界杯决

赛。最终两名小球员入选，一人
来自山东青岛，另一位“幸运儿”
就是琼中女足队员吴优，吴优凭
借良好球技和过硬的综合素质脱
颖而出。

“我的梦想是当足球主教练，
我最喜欢的球星是梅西。”在选
拔赛中，吴优说。她是土生土长
的琼中人，8 岁加入琼中女足，性
格开朗，具有较高的足球天分。

琼中女足吴优当选世界杯牵手球童
将出现在决赛赛场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两轮激烈角逐，“星艺装饰
杯”海口业余足球五人制比赛今天收
兵。最终，海南文体联队最后一分钟
连进两球，2：1险胜海南深蓝队，夺
得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海南文体联队、
海南电视台队、海南新闻联队和海南
深蓝队参加，采用五人制。和我省举
办的大多数五人制比赛不同的是，这
次比赛组委会采用了4号低弹球，这
是五人制国内外比赛的标准用球。
踢低弹球，能降低球速，也减少足球在
空中飞来飞去的机会，队友之间的配合

也无形中多了起来。
在首轮比赛中，海南深蓝队在常

规时间内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队战
成4：4，经过5轮点球大战，海南深
蓝队以3：2战胜了对手，进入了冠
军争夺战。在另一场较量中，海南
文体联队技高一筹，战胜了海南新
闻联队。

决赛进行得很激烈，海南文体
联队队员年轻、速度快、配合默契，
该队的两名西班牙外援安东尼和路
易斯技术娴熟。这两名外援多次利
用个人技术突破海南深蓝队的防
守。海南深蓝队门将王潇几次扑出

了对手的必进球。在顽强地顶住对
手的进攻后，深蓝队也组织起了几
次有威胁的进攻，下半场第 10 分
钟，深蓝队打出了一次漂亮的反击
得分，1：0领先对手。此后海南文
体联队发起了猛攻，比赛到最后一
分钟，深蓝队球门两度失手。最终，
海南文体联队逆转夺冠，海南深蓝
队屈居亚军。在季军争夺战中，海
南新闻联队常规时间和海南电视台
队战成4：4，最终经过点球大战，海
南电视台队获胜，名列季军。

本次比赛由海南星艺装饰有限
公司赞助。

据新华社深圳5月31日电 今年
改在深圳举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中国公开赛31日进入正赛日程，等候
在首轮签表上的男、女单打各16位种
子当日半数登场，其中中国队的男单

“第一直板”许昕和日本女单名将平野
美宇遭遇“一轮游”。

面对历经三轮单败淘汰制的资
格赛才晋级正赛的韩国 21 岁新秀
林仲勋，28 岁、现世界排名第四的
许昕显得有些慢热，首局7：11拱手
让人，第二局经积极调动以11：9扳
回一局。

不过无论是先扬后抑的局分，还是
7岁的年龄差距和35位的排名差距，都
没能削减林仲勋硬拼许昕的决心。他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猛冲，以11：6、

11：7和11：6连下三城，大分4：1击败
赛会三号种子，跻身男单16强。

此前林仲勋最为人所称道的成绩
是去年澳大利亚公开赛上4：0完胜
14岁的日本超新星张本智和。

许昕出局的同时，旁边球台上演
了另一场中韩对抗。世界排名第一的
樊振东经过六局苦战，以5：11、11：5、
11：2、13：11、9：11和11：8战胜郑荣
植，有惊无险地晋级次轮。

其他男单首轮比赛中，德国名
将波尔4：1淘汰斯洛文尼亚选手约
基奇，中国香港的黄镇廷 4：2战胜
奥地利老将加尔多斯，日本的丹羽
孝希、法国的莱贝松、韩国的张宇
镇和英格兰的皮切福德也晋级 16
强。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大腕”失手

许昕、平野单打“一轮游”

据新华社巴黎5月30日电（记
者苏斌）“做好自我”，这是中国选手
王蔷30日闯入法网女单32强、创造
大满贯个人最好成绩后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

首轮淘汰美国名将大威廉姆斯
后，信心大增的王蔷又以两个6：1的
悬殊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选手马尔蒂
奇，实现大满贯赛事个人成绩突破。

“赢完首轮后有想到过（突破最好
成绩）。打完大威之后，教练告诉我一

定要把赢她的信心拿出来，去打后面
的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到了，”王蔷说。

王蔷在多项数据上压制具备一定
红土实力的马尔蒂奇。王蔷表示，自
己之前没和对手交过手，比赛处于一
种未知状态，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情，打得有攻击性一些。

“赛前教练说，如果做好接发球，
今天我就能赢得比赛。”王蔷说，上轮
在中心场地击败大威后，自己完全没
有压力，处于“放飞自我”的状态。

大满贯首进第三轮

王蔷只想“做好自我”

海口业余足球五人制比赛收兵

海南文体联队逆转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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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将举办村际排球赛
6月5日截止报名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孙婧）首届三亚
市村际排球联赛日前启动报名。报名日期自5月
30日至6月5日。比赛将采用六人制排球规则，
比赛定于6月9日开赛，6月30日进行总决赛。

三亚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一次三
亚市社区与社区、村与村之间的联赛，赛事的发
动，将激发最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我们通过赛
事，着重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问题，同时也使广
大群众得到科学和专业的运动指导，促进让公共
体育资源向基层延伸。

女子高尔夫武汉挑战赛开幕

中国女将领先
新华社武汉5月31日电 2018东方名人女子

高尔夫武汉挑战赛31日结束首轮争夺。中国队
女将张芸杰、中国台北球手黄靖、新加坡球手陈纭
萱和泰国球手万查娜以69杆暂列第一。

赛事总奖金50万元人民币的2018东方名人
武汉挑战赛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湖北省体
育局、湖北省高尔夫球协会共同协办。

张芸杰当日一共抓了4只小鸟。在第十洞因
为力度没有把握好，吞下了一个柏忌。“在10号洞
的时候劈杆打得有点深。”她说。

黄靖则给自己当天的表现打出95分的高分，
“我是第二年来参赛了，去年比赛没有晋级，今年
首轮就可以进入领先群让我非常开心”。

据介绍，本站比赛将持续至6月2日，来自13
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位选手出战。

全国运训竞赛联盟足球总决赛

海南师大队进入决赛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赛

季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盟足球联赛总决赛今天在
武汉体育学院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海南师范大
学队3：2战胜了上海体院队，进入了决赛。他们
将和东道主武汉体院队争夺冠军。

海南师范大学队以小组第二名进入八强，在
四分之一决赛中，该队1：0力克成都体院队进入
四强。

据悉，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盟足球赛是面向
15所专业体育院校和100多所设立运动训练专
业的综合类院校的国家级专业足球联赛。比赛设
成都、上海、西安、北京和日照五大分区赛。海南
师大队从成都赛区脱颖而出，获得了总决赛资
格。总决赛共有14支球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