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椰城交警”支付宝生活号
领取电子证件操作流程：

1.打开支付宝搜索“椰城
交警”，根据提示关注“椰城交
警”进入生活号

2.在“椰城交警”生活号首
页点击“登录”（如无账号需进
行注册），进入登录页面

3.领取电子证件

码上读
椰视频 |

【椰 SIR 说】
@海口车主
支付宝里有你
的电子驾照赶
快去领取！

1.“椰城交警”生活号首页点击头像，进
入个人中心，点击“我的车辆”（领取电子行
驶证）或“我的驾驶证”（领取电子驾驶证）

2. 点击领取
3. 成功领取后，对提示信息点击“确

定”后进入卡包-证件
4. 点击电子证件上的“详情”即可查看

详细信息

1.打开支付宝首页，点击卡包
2.滑动到卡包最下页面，点击“证

件”，进入后点击右上角“领取”
3.在添加证件页面，点击“海口电子

行驶证”或“海口电子驾驶证”进行领取
4.如提示“请关注椰城交警生活号

并登录”，则按提示信息逐一操作即可

1.该功能仅限于
海口交警支队核发的
电子驾驶证和琼A的
电子行驶证使用

2.领取电子证件
后可以在卡包-证件
处查看

方式一 方式二 交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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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机等级
考试15日开考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彭时君）
海南日报记者9月11日从省考试局
获悉，我省2018年9月全国计算机等
级考试（NCRE）将于9月15日至16
日举行，省考试局将从9月7日起对
考生开放《准考证》打印系统。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律采用
为机考形式，考试分批进行，第一
批考试将于 9 月 15 日上午 9 时开
始，每位考生参加考试的具体时间
以考生本人《准考证》上的时间为
准。所有考生务必在参加考试之前
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计算机等级
考试门户”（http：//ncre.hnks.gov.
cn/ncre_ems/studentlogin.aspx）
自行打印本人的《准考证》。考生凭
《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进入考场，缺
一不得参加考试。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9月4日，由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2018年
全省“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白沙
黎族自治县。活动组织有关媒体，与省
安委办和省安监局组成的检查组，一同
深入白沙5家企业，涉及人员密集场所、
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非煤矿山等行业
领域，共同关注安全生产工作。

“公司一直以来以安全发展理
念为主旨，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主体。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
议，责任细化量化、全员齐抓共管。”
在白沙汽车站，海汽集团白沙分公
司总经理陈积昌向检查组介绍，车
站一直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原则，每天对车辆进行
安全检查，经常组织驾驶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定期组织人员上路排查
安全隐患，做到“安全责任人人担、
人人都要有指标”。

在白沙汽车站的监控中心，检查
组详细询问了车辆监控工作，并调出
监控画面仔细检查。“我们每天最少抽
查两辆车，对司机的超速超载、操作方
面的违规行为及时抓拍处罚，上报整
改。”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目前白沙车站一共有61辆客车，全部
安装有GPS定位系统，其中44辆车
加装了车内监控。

据了解，白沙汽车站在去年白沙
全县安全生产考评中被评为“白沙县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今年上半年已累
计安全行驶300万公里。

9月4日下午，检查组一行来到位
于白沙县七坊镇的一处采石场，这里
主要用于建筑用花岗岩的露天开采、
加工和销售。采石场经营单位海南南
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晓娃向检查
组介绍，该石场采取阶梯式分层开采，
在安全的高度范围内进行开采，“公司
有专业人员培训安全生产。爆破后，
先排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例如一
些松动的浮石等，现场人员会指挥通
过挖掘机进行机械排险，方可进入正
常的生产运输程序。”

在卸料口，检查组发现一处高约
5.4米的横梁支架。“这里是卸料卡车向
下游卸原始石料的第一道关口。卸货
时由于失重，车辆会发生翘头翻车的安
全危险，我们公司员工想到了这个办
法，并焊接制作了这样一个横梁，可以
在车头失重翘起时有横杠拦住，起到防
止翻车的作用，保障上下游人员安全。”
该公司安全员向记者介绍道。此举得
到了检查组一行的一致认可。

在位于牙叉镇的一处烟花爆竹批
发储存点，检查组发现该处防静电装
置老化、消防栓漏水等安全隐患，检查
组要求监管部门立即下发整改通知

书，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同时要求企业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对员工
的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

当天，检查组还分别来到白沙县中
西医结合医院综合楼项目、海南省黎锦
艺术博物馆项目两处施工工地。经检
查，发现工地施工人员在高处作业未系
安全带，人字梯也没有加固，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检查组责
令现场整改。除此之外，检查组还重点
关注了工地脚手架的拆除等情况，并要
求工地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现场员工要牢固树立“为
生命负责、为家庭负责”的安全意识。

系紧“安全带”拧紧“安全阀”
“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白沙督促安全生产

9月11日，在屯昌县海汽
中部汽车城游客集散中心，项
目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
计年底将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
在海南中部实现多种交通出
行方式“零换乘”，打造海南中
部地区集综合性旅客集散、保
障服务、配套服务为一体的多
功能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邓积钊 摄

中部汽车城
年底投入使用

百家企业安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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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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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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国外打酱油”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社发起“中国质量万

里行”大型系列报道，成为当时国内具有影响力的
社会活动。1999年11月，报社再度率团，前往国外
进行商务考察。在参观考察期间，当地酱油得到访
问团成员好评。当时随团考察的鲁花集团董事长
孙孟全先生敏锐地洞察到其中的商机。

决心做最好的酱油
酱油起源于中国，后由唐朝僧人鉴真传入日

本。新中国成立后，酱油市场需求量大。
孙孟全和鲁花集团把“为人民服务”定为鲁花

集团发展的基调,决心做最好的酱油。曾经，为了
给中国油脂工艺争口气，摆脱浸出精练工艺的市场
垄断，他的团队不惜花费六年时间，研发了5S压榨
工艺。

艰难的复兴之路
做优质酱油必备的两个要素：一是要有酿造风

味优异的菌种；二是要有先进的酿造工艺。
选育菌种是个及其复杂的过程：分析菌落组

成，去除杂菌，提纯，扩繁，品鉴，优选，二次优选
……

到了第六个年头，随着优选的菌种越来越纯，
品质的提升非常明显。这时候酱油的氨基酸态氮
含 量 到 达 了 1.2g/100ml，远 超 特 级 酱 油 0.8g/
100ml 的国家标准。“优异的品质，加上著名的品
牌”，换作别的企业，早就会把产品推向市场，但孙
孟全却始终不肯。他心里清楚，这跟最好的酱油相

比还有些差距。

成功终到来
在第十个年头，2009年11月的一天，研发人员

发觉一个试验箱中散发出特别浓郁的香味。经过
二次提纯，发现一株特殊的菌种。正是这株菌种产
生了不同寻常的浓郁酱香味！

也许这条路走得太久了，团队还不敢确信真的
成功了。

创新不止 产业复兴
菌种成功了，接下来就是工艺的问题。如果使

用传统露天酿晒工艺，发酵过程中难免会有空气中
的各种菌掺入发酵。鲁花的研发团队和工程技术
团队独创了“净酿舱”新型发酵罐。净酿舱解决了
温控问题并隔绝了空气中的杂菌，实际是对古人

“春曲、夏酱、秋油”的酿造过程的升级。

载誉而归
2017 年，“自然鲜”酱香酱油荣获 MONDE

SELECTION金奖。“国外评奖非常严格，产品提交
上去，只管等结果。”期间，孙孟全和他的团队心里
一直没底，直到半年后收到领奖通知邮件时，孙孟
全长吁了一口气：“十年的辛苦付出，终于得到了回
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的强大，越来越多的产
品走出国门，只有自主创新，高标准追求产品的品
质，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国争
荣！这一点，鲁花做到了！

团购热线：0898-66203672

鲁花酱油成长记

校园周边路段别乱停车
超时罚100元记3分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海南日报记者9月11日从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自即日起，海口市交
警支队启用5所校园周边路段自动抓拍违停监控
设备，限时停车3分钟，即停即走。

据了解，海口市交警支队以龙华路海口市龙
华小学、海秀中路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凤翔路海
口市琼山华侨中学、秀华路海口市第十四中学和
文坛路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等5所校园周边路段作
为试点，安装自动抓拍违停监控设备。在以上路
段停车超过3分钟的，海口交警将根据相关法规，
处100元罚款，记3分。

海口交警提醒市民，在学生上下学时段，由于
车流量较大，请勿驾驶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长时
间停放，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走。如需长
时停放的，请自觉选择校园周边的公共停车场或
停车位停放车辆，以免造成交通拥堵。

本报海口 9 月 11 日讯 （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海南日
报记者 9 月 11 日从海口市公安
局 交 警 支 队 获 悉 ，海 口 交 警 在

“椰城交警”支付宝生活号上推
出“电子证件”功能，海口市民即

日起便可使用支付宝关注“椰城
交警”生活号，领取卡包内的海
口市电子驾驶证、行驶证，不必再
担心开车忘带证件路遇交警检查
的情况出现。

据了解，“椰城交警”支付宝

电子卡包于9月 10日投入使用，此
功能推出后，海口市民便可通过支
付宝-卡包打开电子驾驶证和电
子行驶证（仅限于海口公安交警支
队核发的驾驶证和琼 A 的行驶
证），不用再随身携带行驶证和驾

驶证，这两种证件在交警检查时具
备法律效力，以后电子证件也可在
网办交警业务时使用。

据悉，下阶段海口交警还将继
续拓展“椰城交警”公众号和生活
号的服务范围，集成交警核心业务

的办事功能，陆续推出新的业务功
能，包括车辆业务、驾驶证业务的
网上在线办理，以及网上在线预约
功能，方便市民足不出户办理海口
交警相关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开车出门不必担心忘带证件了
“椰城交警”电子证件功能上线，可在线领取使用电子驾驶证、行驶证

与金汇通航签订合作协议

海口消防将迎来
空中救援时代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何宏国 符永欢）海口消防将迎来空中救援时
代，消防队伍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应急救援能力
将得到提高。9月10日，海口市消防支队与上
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顺利签订
直升机紧急救援合作协议。该协议明确了金汇
通航未来将积极响应海口市消防支队的统一调
度，同时配备专业医疗设备，提高应急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

协议签订后，海口市消防支队将进一步加强
与金汇通航合作，定期开展各种消防技能培训，组
织各类消防应急救援演练，达到相互合作、资源共
享，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据悉，金汇空中救援以专业医疗构型直升机
为运输载体，通过与全国院前急救单位及医院的
全面合作，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立体化的直升
机航空医疗救援网络，为社会大众提供“及时响应
和常态化”的院前救援和医疗转运等航空医疗救
援服务。

“黑旅租”暗藏
三亚一小区
经营者被行拘15日罚1000元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罗佳）海南日报记者9月11日从三亚市公安局获
悉，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湾派出所根
据警保联控队员提供的线索，成功查获小区内一
名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旅租的违法行为人。

据了解，9月8日23时许，三亚湾派出所接到
美丽新海岸小区警保联控队员举报称：在小区有
人疑似承租业主房屋，未经许可经营旅租业。接
报后，三亚湾派出所民警赶赴美丽新海岸小区进
行检查。

经现场询问调查后，民警电话联系到该旅租
老板朱某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三亚湾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询问，朱某成（男，32岁）如实陈述其未获
公安机关许可擅自经营旅馆业的违法行为。目
前，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朱
某成处行政拘留15日，并罚款1000元，同时对朱
某成非法经营的旅租依法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