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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里奇抱金球 凯恩穿金靴
射手榜

球员 进球

凯恩（英格兰） 6
格列兹曼（法国） 4
姆巴佩（法国） 4
卢卡库（比利时） 4
C罗（葡萄牙） 4
切雷舍夫（俄罗斯） 4

进球
第35分钟 格列兹曼
第59分钟 博格巴
第65分钟 姆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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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职位名称:

数据挖掘岗

职位描述：大数据应用开发

岗位职责：
1、负责大数据平台的需求分析、数据建模、设计开发、测试、投产
等工作，保证项目质量。
2、参与大数据应用项目建设，包括项目开发及项目管理等工
作。
3、负责大数据领域的技术应用趋势跟踪，进行技术分享，促进
大数据应用能力提升。

能力及条件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毕业。
2、年龄30岁以下，有1至3年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能力突出
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3、熟悉数据库理论，了解或熟悉一种或多种SQL / NOSQL
数据库，熟练掌握SQL语句。
4、了解或熟悉数据仓库建模、hadoop平台架构、流式处理技术
以及海量数据采集与集中技术。
5、至少熟悉一种或以上的开发语言，包括 Java、Python、
Scala、R等开发语言。
6、诚实正直，工作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以及良
好的沟通能力，积极上进，能够承担压力、接受挑战。

职位名称：

软件开发岗

职位描述：信息系统研发

岗位职责：
1、负责完成信息系统开发过程中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代码编写与调
试等相关工作。
2、负责所开发模块的开发计划制定、开发进度推进、开发质量保证等相
关工作。
3、负责相应研发领域的技术应用趋势跟踪，进行技术分享，促进研发能
力提升。
能力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毕业。
2、年龄30岁以下，有1至3年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能力突出者可适当
放宽招聘条件。
3、至少熟悉一种或以上的常用开发语言、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4、熟悉分布式技术、具有互联网、支付、银行等领域金融科技工作经验
者优先。
5、至少熟悉一种或以上的开发语言，包括Java、Python、C/C#等开
发语言。
6、熟悉CMMI体系、敏捷开发过程体系、具备项目管理专业知识者优先。
7、诚实正直，工作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以及良好的沟通能
力，积极上进，能够承担压力、接受挑战。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成立于1992年８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于2010年8月18日在A股成功上市。自

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程，光大银行秉承“诚信为本、创新为先、团队合作、卓越执行、和谐发展”的经营理念，努力打造“精
品银行、诚信伙伴”的市场形象，实现了规模、质量、效益和业务结构的均衡发展和全面提升，连续多年获得“十佳中资银行”、“年度最具创
新银行”等奖项荣誉，招牌业务阳光理财被评为“百姓最认可的理财品牌”、“最受欢迎的理财产品”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成立于1996年12月19日，是中国光大银行在海南省设立的省级分支机构。经过二十二年的
发展和壮大，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连续多年跻身海南百强企业，目前分行已在海口、三亚、琼海、儋州等地开设32家分支机构，拥有一支高素
质、年轻化的员工队伍。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原则，秉承“敬业、顽强、团结、自
律”的企业精神，立足海南，服务宝岛。光大银行深入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先进科技为依托，致力于打造国内具有创新能力的银行，“阳
光理财”、“阳光服务”、“光大信用卡”等特色品牌享誉全岛，人均利润等经营管理指标位居光大银行系统内、海南金融业前列。

因业务发展需要，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数据挖掘岗、软件开发岗若干名，具体职位及招聘条件如下：

报名期限及联系方式
1、有意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附1寸近期免冠照）及各类证书扫描件按以下方
式投递：
电子邮件：cebrlzy@hk.cebbank.com,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应聘岗位。

2、应聘截止日期：2018年8月10日。经初审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试时间，应聘
材料代为保密，恕不退还。

诚聘英才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
C-4-12-1地块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C-4-12-1地块位于
坡博横路南侧, 属坡博坡巷片区棚改范围。项目拟建2栋地上2-
33F/-2F 住宅楼（底层裙房为商业）及 1 栋幼儿园，地上面积
63183.27m2/地下面积15485.77m2。因受用地条件限制，规划设计方
案中部分拟建建筑退让西北侧用地红线及退让道路红线仅能满足海
口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旧城区最小退线要求，根据日照分析图纸结
论，新建建筑不影响既有建筑的日照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
年 7月16日至7月2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
（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
划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6日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
C-6-15地块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C-6-15地块位于博
巷路西侧, 属坡博坡巷片区棚改范围。项目拟建3栋地2-33F/-2F
住宅楼（底层裙房为商业）及1栋幼儿园，地上面积78910.18m2/地下
面积23792.06m2。因受用地条件限制，规划设计方案中部分拟建建
筑退让北侧、西侧用地红线仅能满足海口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最小
退线要求，根据日照分析图纸结论，新建建筑不影响既有建筑的日照
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16日至7月27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6日

星华海岸城五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星华海岸城五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属《海口市粤海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1101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67756.65平方米，规
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经图
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H太阳能核字[2018]
001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936.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
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16日至7
月2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6日

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租赁期限为3年，三年年租金不变。
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
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详情及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
站公告。

公告期：2018年7月16日至2018年7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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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
66558023徐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7月16日

编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招租面积（m2）

1088.56
1259.16
1259.16
1259.16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96020
241920
241920
241920

保证金（万元）

6
10
10
1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7HN0053

受委托，公开分别招租位于海口市狮子岭开发区内的狮子岭公
交场站调度综合楼2-5层房产，具体详见下表：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金秋车展配套服务，
主要包含批文报备、现场搭建等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超过
500万元（含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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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项目执行力，
投标需公司拥有1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定团队人员，50人以上
优先考虑；具备海口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一级以上资质，有较强
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且年主场服务
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7月13日至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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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23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66810859

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
一块，66亩。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
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社新闻
大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招商公告

海南球童吴优
亮相世界杯决赛

本报营根7月15日电（记者郭畅）经过一个
月鏖战，北京时间7月15日23时，俄罗斯世界杯
决赛在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打响，值得关注
的是，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女足小将吴优
以牵手球童身份，与克罗地亚队的曼朱基奇一起
走上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今年初，相关公司举办了“2018俄罗斯世界
杯球童中国区选拔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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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周岁的中国儿
童，作为2018年世界杯球童前往俄罗斯。

今年5月，吴优突破重围，当选本届牵手球
童。刚年满10岁的吴优个子不高，皮肤黝黑，齐
耳短发显得十分干练。“别看她体型瘦小，但具有
良好的足球天分，能够适应艰苦的训练环境，作为
牵手球童圆梦‘俄罗斯之夜’将成为她一生中的美
好记忆。”她的教练吴小丽说。

今天傍晚，在琼中中平镇思河村，吴优的家人
吃过晚饭，便和乡亲们守在电视机前，准备见证国
际球星与女儿牵手出场的激动时刻。“我们家世世
代代都在村里生活，很少出海南岛，没想到吴优能
去俄罗斯参加这样的活动，她是全家的骄傲。”吴
优的父亲激动地说。

记者注意到，在今天的微信朋友圈，吴优当选
世界杯牵手球童的新闻早已刷屏。而远在俄罗斯的
吴优，正在妈妈的陪伴下，度过人生中的重要一天。

吴优的梦想很简单，长大当一名足球教练，梅
西是她最喜欢的球星。在赶赴俄罗斯前，吴优告
诉记者，无论跟哪位球星牵手出场，他们专业的球
技，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胡丽齐）7月15日是2018世界
杯决赛日，一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媒体联动举办的“我为球狂·
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球迷节”闭幕
式，今晚在海口世纪公园举行。

闭幕式活动现场人潮涌动，上千
名球迷乐迷热情如火。海口的球迷
陈先生表示，这一届的世界杯给我最
直接的感受就是身边的足球文化氛
围更浓，这和球迷节的举办有很大关
系。球迷节活动的举办不仅展示了
球迷的风采，增强了海南足球文化氛
围，还拉近了球迷间的距离，让球迷
融入世界杯狂欢的氛围。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联动举办

“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球
迷节”，通过每日有奖竞猜活动等系
列活动点燃球迷狂欢激情。

在“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
海南球迷节”活动中，海报集团专业的
体育新闻记者、编辑、赛事评论员等还
组成记者编辑侃球团，对赛事全程进
行有观点有态度的评论报道。自世界
杯开赛以来，每一场比赛结束后，读者
们都能第一时间读到老编老记们生动
犀利的球评。值得一提的是，海报集
团策划推出的“美女球迷三人行”六期
视频节目反响热烈。

在球迷节闭幕当晚，组委会为十
名球迷颁发首届海南十大球迷奖。获
奖的十名球迷分别是阳阳小希、李光
耀、黄循开、胡煜、陈世琼、韦定江、周
德晓、陶安、俞佳伦和吴鹏，他们获得
了价值1000元的等值奖品。

据悉，首届海南十大球迷网络投
票自6月26日启动以来，受到海南广
大球迷的关注，经过网络投票、专家
评审，最终从36名候选球迷中选出
了海南十大球迷。

琼海的球迷黄循开是此次获奖
者之一，他说：“能获评首届海南十
大球迷奖，这对我们球迷来说是一
种肯定和认可。”海南日报新媒体

部主任陈成智说，四年一度的世界
杯是球迷的盛宴，本届海南球迷节
充分聚集球迷力量，通过草根球迷
故事、名记专栏等形式的系列活动
让世界杯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将充
分总结此次球迷节的经验，相信下
一届的球迷节或类似的大型体育赛
事活动会越办越好。

球迷节闭幕式上还举行了2018
世界杯红妆尚足球宝贝决赛，参赛选
手们用热辣的劲歌热舞，与广大球迷
一起为心仪的球队加油打气，共享足
球激情之夜。

本次活动由中国移动冠名，红妆
尚医学美容连锁赞助。

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球迷节落幕
海南十大球迷评出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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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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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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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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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球奖：莫德里奇（克罗地亚）

最佳年轻球员奖：姆巴佩（法国）

金靴奖：凯恩（英格兰）6球

金手套奖：库尔图瓦（比利时）

决赛全场最佳：格列兹曼（法国）

公平竞赛奖：西班牙

第17分钟 曼朱基奇（乌龙）
第28分钟 佩里奇
第69分钟 曼朱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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