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新闻 2018年9月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黎刚 美编：王凤龙B07 综合

广告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王竹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2007）第314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

镇二环路东侧，土地面积为4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国

土证上的长度为25.02米，宽度为16米。经实地调查，该宗地按

原国土证图上的尺寸绘图，东南边徐斌现壮围墙已伸进J3点3.28

米，如图所示（J3点位置），且东侧徐斌无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宗地

四至为：东至徐斌，南至一米小巷，西至许有文，北至十米路。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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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写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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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获奖证书及相关材料等。报名
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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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 位

系统总架构师

信息安全总监

系统维护工程师

大数据应用工程师

应用系统维护

职
数

1

1

1

1

1

岗位素质要求

1.具备综合的信息化技术能力，对系统开发、智能弱电、系统集成、云平台、报表组件、行业需求等均有一定程度了
解，并能够和第三方厂家做深入技术交流；
2.具有很强的洞察力，能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及时解决问题;
3.具备领导素质，协调多方面的集成商、服务商、原厂商对单位系统进行响应、联调、故障处理；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责任心和担当精神;
5.具有多方位思考分析能力，能够对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思考分析，并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
6.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相关高级职称，具备团队精神;善于学习。
7.具有5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熟悉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8.具有丰富的大中型开发项目的总体规划、方案设计、及技术队伍管理经验;
9.深刻了解相关的技术标准、对软件工程、信息化机房规范等标准和规范具有很好的把握.
1、负责集团园区网安全策略的规划、安全方案的制定和安全事项的实施；
2、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及互联网上网安全管理；
3、配合做好网络安全检查和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4、网络安全漏洞和安全威胁的检测及防护，完成各种系统（主机、网络、数据库等系统）的安全评估和加固；
5、追踪排查网络攻击，及时处理网络故障；
6、熟悉Unix、Windows的攻击与防范安全技术知识,掌握WEB安全渗透技能，对WEB漏洞有较强发现能力。
7、具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相关专业经历8年以上经验。
1、计算机、通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或 25岁以下，211工程院校毕业生优先；
2、了解网络设计，具有基本网络设计知识，熟悉网络布线规范和施工规范，了解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等网络设
备，掌握局域网基本技术和相关技术，规划设计包含路由的局域网络和广域网络。
3、了解TCP/IP网络协议，独立完成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安装、连接、配置和操作，搭建多层交换的企业网络，实现
网络互联和Internet连接。掌握网络软件工具的使用，迅速诊断、定位和排除网络故障，正确使用、保养和维护硬件设备。
4、熟悉网络安全，能够设计并实施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了解防火墙、漏洞扫描、入侵防御、防病毒等系统的使用、配置、操作。
5、熟悉网络操作系统，了解数据库基本知识，能够围绕数据库系统开展实施与基础管理工作。
1、2年以上的BI相关项目经验,、熟悉数据仓库基本原理。
2、熟练掌握java，具有hadoop或者spark的开发经验。
3、熟悉Linux系统，能在Linux系统环境下完成开发
4、强烈的责任意识，有进取心，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5、有媒体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1、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工作经验，211工程院校毕业生优先；
2、参与集团相关应用展示的更新,维护和服务；
3、负责参与多媒体展示的Flash片头、片尾动画制作及PPT的效果设计；
4、多媒体展示视频和音频的处理工作；
5、制作、收集与工作内容相关的设计素材；
6、多媒体展示内容设计、制作及更新管理；
7、处理部门安排的其它相关协调性工作。

海南日报社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社现公开招聘新闻采编人员，诚

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新闻采编人员（记者、编辑）4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纪

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中文、哲学、经济及法律

等相关专业；
3.具备新闻敏感度和洞察力，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适应能力强，

学习能力强；
5.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
6.有新闻采编工作或实习经历者优先；
7.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报名方式
1.请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写《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163.
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报名时请附
上个人相关证书、证件及作品等。截止时间9月21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复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

聘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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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社
2018年8月30日

声 明
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局、海口宏展建筑工程公司、石家庄市新型建筑材
料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2018年9月5日海南日报通知我本人有关海南石琼建筑工
程公司联营方（出资人）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办理出资人变更登记
等业务。本人认为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联营方（出资人）变更与海
口宏展建筑工程公司无关，具体理由如下：

一、海口宏展建筑工程公司不是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的出资人。
二、海口宏展建筑工程公司要求我本人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业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况且2013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第3号以
及2014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5号的裁定，海口宏展建筑工程公
司一不是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债权人，二不是股东，不予受理。

三、本人将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维护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公司
经营的稳定。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华保
日期：2018年9月5日

儋州春色苗木培育专业合作社：
贵单位承包经营我司飞巴橡胶农场，截止2018年6月30日，未

按合同条款支付承包金，已经违反我司与贵单位签订的《飞巴橡胶农

场承包合同》的相关规定，虽经我司同意分期缓交承包金，但是贵单位

仍然拒不履行交承包金的义务。为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特根据我司

与贵单位签订的《飞巴橡胶农场承包合同》第五条以及《合同法》之相

关规定，自2018年8月31日起解除与贵单位于2017年2月13日签

订的《飞巴橡胶农场承包合同》。望贵单位于五个工作日内与我司处

理解除合同后的相关事宜，逾期视为贵单位自误。

此致

通知人：儋州市粮油总公司
2018年9月3日

解除《飞巴橡胶农场承包合同》通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400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马巨春与被执行人海南儋州市华联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16日作
出(2018)海仲字第33号裁决书，内容为：一、海南儋州市华联公司自
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马巨春将海口东方洋开发区(西)华洋
别墅B型第六栋(房产证号:15211号)的不动产权过户至马巨春名
下；二、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办理登记至马巨春名下之日起10日内，马
巨春将40万元购房余款支付给海南儋州市华联公司；三、办理上述
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产生的税费由马巨春承担。现本院拟按照
(2018) 海仲字第33号裁决书的内容将登记在海南儋州市华联公司
名下位于东方洋开发区(西)华洋别墅B型第六栋房屋(房产证号：
15211号)办理转移登记在马巨春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一八年九月二日

公 告
蒋薇、赵程頔、刘昱巍同志：

因你们连续旷工，其中：刘昱巍（4306021989****3517）自
2017年11月1日起至今；蒋薇（4600071981****0027）自2018
年1月19日起至今；赵程頔（4301021988****0511）自2018年5
月1日起至今。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们本人或家属联系，你们始
终未返回单位。已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
定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们：

1.限你们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口车务段人劳科报
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口车务段人劳科报到，单
位则依法与你们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2018年9月6日

体育总局发布
“两纲三划”
全面规划北京冬奥会参赛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徐
征）国家体育总局5日正式公布《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纲要》《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服务保障工作计
划》《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科技保
障工作计划》《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
赛反兴奋剂工作计划》和《“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
2022年）》。这两个纲要和三个计划，
对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工作做出全面规
划，统称为“两纲三划”。

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表示，“两
纲三划”是体育总局对冬奥会参赛工
作做出的全方位战略规划，是推动北
京周期各项工作的时间表、线路图、施
工图，标志着新周期各项工作已全面
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
纲要》中，明确提出“全面参赛、全面突
破、全面带动”目标。其中，全面参赛
意指北京冬奥会109个小项全面建
队、全项参赛；全面突破则要通过跨越
式、超常规的措施，尽最大努力、调动
一切资源，力争冰上项目跃上新台阶，
雪上项目实现新突破，让更多冰雪项
目刷新历史、实现奖牌乃至金牌的突
破；全面带动是通过高水平冰雪竞技
的观感享受、优秀运动员的魅力展示，
激发越来越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
冰雪运动的积极性。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孙远富、丁东和洪平分别介绍
了“两纲三划”的编制背景、编制过程、
主要内容和组织实施工作。并且提出
了“2018扩面、2019固点、2020精兵、
2021冲刺”的北京冬奥会参赛工作方
略，提出要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据了解，“两纲三划”已以体育总局
办公厅名义正式印发全国体育系统。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姬
烨 汪涌）5日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和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全国中
小学生“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
活动。

在位于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
区的发布会现场，北京冬奥会组委秘
书长韩子荣与嘉宾及小学生代表共
同启动了冬奥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的
H5程序。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线上活动，一是通过

官方网站吉祥物征集专栏，向教师提
供可下载的教学课件，为教师开展教
学工作提供参考；二是通过官方微信
公众号吉祥物专栏，以短视频课程、
图片游戏、互动游戏形式向中小学生
推广普及冬奥知识，并通过该平台提
交吉祥物创意方案照片。同时，为增
强线上活动吸引力，北京冬奥组委还
将采用抽奖方式，为线上参与者提供
冬奥定制邮封。

线下活动，由各地教育部门组织
学生参与到设计吉祥物创意方案的
活动中，通过美术课、主题班队会等

形式，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冬奥
知识，征集吉祥物创意方案。并以省
市为单位，分别向北京冬奥组委吉祥
物设计征集办公室推荐100件学生
优秀作品和6个优秀活动、教学案例
参与评选。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常
宇说：“在冬奥会筹办过程中，我们非常
关注冬奥会在中小学当中的推广和普
及。在移动互联的时代，我们推出H5
小程序，通过这种移动互联的手段，跟
全国青少年朋友建立一个联系。”

前来参加发布会的石景山区电

厂路小学同学们纷纷在历届吉祥物
前合影，他们有的已经开始设计吉祥
物，说心中的吉祥物是北极熊、熊猫、
孙悟空等。

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
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冬奥吉祥物
在校园广泛开展，是奥林匹克教育的
很好平台，也是展示中小学生创新创
造能力的舞台。我们将把这个活动
与课程和主题教育结合，在北京市动
员百万中小学生参与冬奥吉祥物设
计当中来，同时通过他们，动员北京
更多家庭参与冬奥。”

全国中小学生
将参与“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队胜瑞士队
中国潭门休闲海钓
系列邀请赛开赛

本报嘉积9月5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罗
颖）9月2日下午，“海上丝绸之路杯”2018中国潭
门休闲海钓系列邀请赛正式开赛。

据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杯”2018中国潭门休
闲海钓系列邀请赛比赛时间为9月2日-9月7
日。本次比赛分铁板钓法和放流钓法两种。当天
的开幕式过后，2艘参赛渔船扬帆起航，驶向深
蓝。在为期6天的比赛时间里，30多名国内海钓
爱好者将感受现代海洋休闲生活——“海上高尔
夫”的乐趣。

琼海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本次邀请赛将
秉承绿色海钓理念，旨在通过培育著名品牌赛事，
打造潭门海钓旅游品牌及知名度。

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
鹿回头站明日开杆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海
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三亚鹿回头站的比
赛，7日将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开杆，国内外
120名小球手参加。

本次比赛分为个人比杆赛，分为A+组（18-
23岁年龄组）、A组（15-17岁年龄组）、B组（13-
14岁年龄组）、C组（11-12岁年龄组）、D组（9-
10岁年龄组）、E组（8岁以下年龄组）。参赛选手
分别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青少年积分排行榜总排
名前20名球员，2017-2018年海南省青少年高
尔夫球巡回赛各分站赛及总决赛获得各组别的冠
亚季军球员，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积分
排行榜总排名前30名球员。

A+、A、B、C组比赛采用三轮54洞。D组比
赛采用三轮36洞+6洞比杆赛的方式。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和省高协
主办。

新华社华盛顿9月4日电 在4
日进行的美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首盘0：6惨败的纳达尔绝地反击，逆
转淘汰蒂姆成功晋级四强。

在迄今为止纳达尔参加的282
场大满贯赛事中，这是他第四次“吞
蛋”。此前三次他都败下阵来，但这
次他经过4小时49分钟的鏖战笑到
了最后，全场比赛的比分是0：6、6：
4、7：5、6：7（4：7）、7：6（7：5）。

纳达尔赛后说：“对我而言，今天
的开局非常艰难。随后，我想办法让

自己保持战斗力。”
赢下这场艰苦的马拉松大战之

后，卫冕冠军纳达尔在最近参加的连
续第三项大满贯赛事中闯进四强。
比赛结束时，他拥抱了对手蒂姆，向
对方表示安慰和鼓励。

他说：“我替多米尼克（蒂姆）
感到遗憾。他是我在巡回赛中的
一位很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位伟大
的球员。”

这场比赛也是6月份的法网决
赛的翻版，当时也是纳达尔胜出。

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男单四分
之一决赛中，3号种子德尔·波特罗
以6：7（5：7）、6：3、7：6（7：4）和6：2
战胜了11号种子伊斯纳尔。

波特罗将在半决赛中与纳达尔
相遇。这将是双方的第17次交锋，
此前纳达尔以11：5领先。

在当天进行的女单四分之一决
赛中，小威以6：4和6：3淘汰了普利
斯科娃，而3号种子斯蒂芬斯爆冷以
2：6和3：6输给了19号种子塞瓦斯
托娃。

鏖战4小时49分钟

纳达尔侥幸晋级美网四强

9 月 5 日，在
瑞士蒙特勒举行的
2018年瑞士女排
精英赛揭幕战中，
中国队以3：0战胜
东道主瑞士队。

图为中国队球
员龚翔宇在比赛中
扣球。

新华社发

在2018美国网球公开赛男
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选手纳
达尔以3：2战胜奥地利选手蒂姆，
晋级四强。

新华社发

武网资格赛名单揭晓
据新华社武汉9月5日电（记者吴植）2018

年武汉网球公开赛组委会5日公布资格赛球员入
围名单。前美网女单冠军斯托瑟、前世界第二和
年终总决赛冠军A·拉德万斯卡、里约奥运会女单
冠军普伊格等世界名，将和中国小花王蔷、郑赛赛
和王雅繁等一道，争夺八张正赛入场券。

武网资格赛共设32个签位，进行两轮争夺。
脱颖而出的选手将与世界第一、法网冠军哈勒普，
世界第二、澳网冠军沃兹尼亚奇，世界第三、法网亚
军、前美网冠军斯蒂芬斯，世界第四、温网冠军科贝
尔，以及穆古拉扎、科维托娃、阿扎伦卡、大威廉姆
斯等众多世界顶级选手，争夺2018年武网桂冠。

武网承担着完善中国职业网球赛事体系、为
中国队球员提供国际顶级竞技平台的使命。除已
确定三位年轻选手参与资格赛角逐外，还可能有
若干名中国队球员持外卡参加资格赛，更多外卡
名单将在不久后公布。

2018年武网将于9月21日至29日在武汉光
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赛事总奖金升至274.6万美
元。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43位球员中有7位
大满贯得主、现世界第一和4位前世界第一，世界
排名前10球员无一缺席，前20球员有19人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