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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招聘公告
诚邀各类精英人才加盟

一、集团背景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于1983年5月在香港创办，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桥头堡和国家发展金融控股集团的重要先行者。经过35年发展，光大集团资产规模已突破4万亿元，形成了综合

金融、产融合作、陆港两地特色优势，成为在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环保、旅游、健康六大战略业务领域拥有一批龙头企业、亮点品牌的全牌照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二、企业简介
中国光大银行成立于1992年8月，是经国务院批复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于2010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3年12月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中国光大银行已实现境内省级行政区域服务网络的全覆盖和加快国际化布局，香港分行、首尔分行、光银国际、光银欧洲、卢森堡分行相继开业运营。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2018年发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中国光大银行位列第39位。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成立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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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家分支机构。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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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期限及联系方式

1.报名时间：长期有效（我行根据简历接收
情况随时组织面试）。

2. 报名方式：请将个人简历（附 1 寸
近期免冠照）及各类证书扫描件发送至
电子邮箱 cebrlzy@hk.cebbank.com，
邮件主题为：“姓名+应聘岗位”。

请各位应聘者尽快投递简历，初审合格后，
我行将随时通知面试时间。应聘材料代为保密，
恕不退还。

（一）支行负责人
岗位职责:

1.根据分行下达的年度经营计划指
标，制定支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落实；

2.负责带领团队进行市场拓展和客
户开发工作，组织完成客户的营销服务
和日常管理工作；

3.协助分行相关业务管理部门研究
分析营销区域内重点行业、企业的市场
趋势等情况；

4.负责支行人员的教育培训、考核和
日常管理工作。
招聘相关要求：

1.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含）以
上学历，年龄40岁（含）以下，特别优秀者
可适当放宽；

2.拥有5年（含）以上金融工作经历，
其中2年（含）以上团队管理经历；

3.熟悉国家金融政策和监管制度，熟
悉银行业务及其法律法规，有较强的风
险防控能力；

4.熟悉海南当地市场，社会资源丰
富，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拓展能力；

5.具有较强的管理经验和协调沟通
能力；

6.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素养，
无不良工作记录；

7.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政策要求。

（二）公司业务营销团队负责人
岗位职责：

1.负责落实分行制定的公司业务发
展计划和年度计划，督促团队加强公司
业务的市场营销和管理，扩大公司业务
对全行的利润贡献，推动公司业务各项
经营指标的完成；

2.制定并组织实施营销策略和重大
营销计划；

3.负责组织开展团队公司客户的直
接营销、开发、维护和风险管理工作；

4.负责客户经理营销指导与培训，提
升团队整体营销能力。
招聘相关要求：

1.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含）以
上学历，年龄40岁（含）以下，特别优秀者
可适当放宽；

2.拥有5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历，
其中2年（含）以上团队管理经历；

3.熟悉海南市场，社会资源丰富，具
有较强的市场营销拓展能力；

4.具有较强的管理经验和协调沟通
能力；

5.熟悉并掌握银行法律法规和公司
业务知识，有较好的文字综合能力和风
险防控能力；

6.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素养，
无不良工作记录；

7.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政策要求。

（三）公司业务项目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所属客户的关系管理，对客户
开展营销活动，并协调、组织行内有关机构
或专业部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2.负责新客户开发，制订客户开发与
培植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授信业务的受理、客户资信调
查和信用状况初评、相关业务具体操作
及授信后管理；

4.负责提出新产品、新业务的需求建
议，协调配合业务研发，并负责向客户推
广和营销新产品；

5.负责行业信息收集与调研，并完成
相关报告编写；

6.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专业化的金

融服务方案，满足客户公司业务的需求。
招聘相关要求：

1.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含）以
上学历，拥有金融同业同岗位或相关岗
位 2年（含）以上工作经历，年龄 35岁
（含）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无
违规记录；

3.积极进取、有上进心，能承担压力
和挑战，执行力强；

4.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和优秀的商
务谈判能力，有一定的市场拓展能力，有
客户资源者优先；

5.具有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和行业
分析能力；

6.具有政府、旅游、医疗、教育或金融
行业背景者优先；

7.善于思考、有创新性思维，具备一
定的数据分析能力、良好文字处理能力
和逻辑分析能力；能够熟练运用word/
excel等 office办公软件及基本常用办
公软件；

8.具有会计类、经济类职称，国际、国
内认可的营销、风险管理、财务、金融、法
律类证书者优先；

9.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政策要求。

（四）公司业务客户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所属客户的关系管理，对客户
开展营销活动，并协调、组织行内有关机构
或专业部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2.负责新客户开发，制订客户开发与
培植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授信业务的受理、客户资信调
查和信用状况初评、相关业务具体操作
及授信后管理；

4.负责提出新产品、新业务的需求建
议，协调配合业务研发，并负责向客户推

广和营销新产品。
招聘相关要求：

1.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含）以
上学历，拥有金融同业同岗位或相关岗
位 2年（含）以上工作经历，年龄 35岁
（含）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无
违规记录；

3.积极进取、有上进心，能承担压力
和挑战，执行力强；

4.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和优秀的商
务谈判能力，有一定的市场拓展能力，有
客户资源者优先；

5.具有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和行业
分析能力；

6.具有政府、旅游、医疗、教育或金融
行业背景者优先；

7.善于思考、有创新性思维，具备一定
的数据分析能力、良好文字处理能力和逻
辑分析能力；能够熟练运用word/excel
等office办公软件及基本常用办公软件；

8.具有会计类、经济类职称，国际、国
内认可的营销、风险管理、财务、金融、法
律类证书者优先；

9.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政策要求。

（五）风险审批经理
岗位职责:

1. 根据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
光大银行风险管理政策、信贷投向政策、
风险管理制度等，综合考虑授信业务效
益和风险，独立提出审批决策意见；

2.分析授信项目的主要风险点并研
究提出风险规避和防范措施；

3.按照工作分工负责相关区域、行业
的调查、分析和相关授信项目的授信后
回访工作，并及时撰写相关报告；

4.按照工作分工参与相关授信审批
标准的制定及新产品的开发；

5.负责按照我行授信后管理政策、制
度以及分行授信后管理的整体工作安
排，负责风险经理团队的日常管理，并对
相关授信风险管理工作提供业务指导；

6.其它与对公授信业务相关的风险
管理工作。
招聘相关要求：

1. 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含）
以上学历，拥有2年（含）以上金融同业风
险审批相关岗位从业经验，年龄35岁
（含）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具备高效的执行力，良好的逻辑思
维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和
文字表达能力；

3.熟悉国家各类经济政策及人民银
行、银保监局等监管部门各类监管政策；

4.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勤奋好学、无
不良从业记录；

5. 能 够 熟 练 运 用 word/excel/
powerpoint 等 office软件及基本常用
办公软件；

6.熟悉并掌握银行法律法规和公司
业务知识，有较好的文字综合能力和风
险防控能力；

7.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政策要求。

（六）零售客户经理
岗位职责:

1.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零售业务服
务。积极开拓市场，大力发展新客户，维
护现有客户，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业务关
系；

2.帮助客户了解和选择我行零售业
务产品，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为其提供
个人综合服务，推广我行各项新产品和
新功能；

3.维护本机构的中高端客户，根据客
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专业化理财建议，
满足客户个性化理财需求；

4.负责客户需求调查，及时提出新产
品、新业务开发建议及改进全行客户服
务的建议；

5.熟练使用客户管理相关系统，正确
采集和维护客户信息，能够充分利用系
统平台管理和服务客户；

6.具备综合资产配置能力，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建议。
招聘相关要求：

1.经济、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含）以
上学历，年龄35岁（含）以下，特别优秀者
可适当放宽；

2.取得AFP理财资格或通过银行从
业资格基础及个人理财科目考试，同等
条件下具有CFP、基金从业资格优先考
虑；

3.具有良好的客户沟通、人际交往及
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

4.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准确的
客户分析能力，能够有效开发客户资源；

5.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和服务意识，
灵活熟练的谈判技巧；

6.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
作作风，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较强的
工作责任心、耐心，能够坚持原则，工作
中无重大过失，爱岗敬业；

7.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政策要求。

因业务发展需要，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支行负责人、公司业务营销团队负责人、公司业务项目经理、公司业务客户经理、风险审批经理、零售客户经理。

招聘岗位职责及条件要求

扫黑除恶进行时

我省警方公布——

2018年扫黑除恶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2月12日，省公安厅扫黑办公布了海南

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8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临高符建荣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2018年2月，省公安厅、临高县公
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成功打掉了以
符建荣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
织通过实施故意伤害、开设赌场、敲诈
勒索、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
犯罪活动，采取暴力、威胁、滋扰等手
段追讨高利贷，插手民间纠纷、收取保
护费，霸占沙场，对瓜菜纸箱、槟榔销
售运输车辆进行打砸，企图非法控制
加来地区销售市场。公安机关共抓获
该案犯罪嫌疑人30名，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28起，缴获枪支1支，查封、扣押、
冻结涉案资产57万余元。

海口甘波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2018年8月，海口市公安局成功
打掉了以甘波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2013年海口市政府对江东地区
进行大开发以来，该组织通过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伤害等
违法犯罪手段，插手海口市江东地区
工程项目建设，干扰征地和工程施
工，以此获取巨额非法收益，严重破
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65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1起，缴获枪
支3支，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0369
亿余元。

文昌韩仁畴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2018年4月，省公安厅、文昌市
公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成功打掉
了以韩仁畴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文昌市铺前
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暴力
追债、敲诈勒索、故意损毁财物、故
意伤害、开设赌场、非法采矿、非法
控制收鱼市场、混凝土和土方市场
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
前，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
人49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3起，
缴获枪支 2支，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资产124万余元。

海口赵建灏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2018年5月，海口市公安局成功打
掉了以赵建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经查，该组织成立专门小额贷款公司，纠
集人员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多
次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喷油漆、多
人围堵、拖车威胁等暴力、“软暴力”方式
进行催债，大肆作案。该组织通过违法
犯罪方式获取的非法经济利益，除了股
东分红，其余的均用于继续放贷、公司日
常房租、水电等费用以及发放员工工
资。公安机关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17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8起，查封、扣
押、冻结涉案资产20.24万余元。

三亚肖宗海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2018年6月，三亚市公安局成功
打掉以肖宗海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该集团自2010年始盘踞在三亚市
崖州区崖城大桥、南滨路口一带，强行
收取“黑车”司机“管理费”和出租车“人
头费”，并采取威胁、殴打等方式驱赶拒
交“人头费”的出租车，垄断霸占崖城出
租车客运经营市场，严重扰乱三亚出租
车客运经营市场秩序，造成恶劣影响。
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8名，破
获敲诈勒索案、强迫交易案、寻衅滋事
案、非法经营案等刑事案件27起，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34万余元。

儋州许家强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2018 年 2月，儋州市公安局成
功打掉了以许家强为首的恶势力犯
罪集团。经查，许家强集团为了达
到控制白马井地区出租车运营业
务，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拉拢纠集
社会无业人员及刑满释放人员，以
维护出租车出车秩序和安全为由，
通过暴力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向
出租车司机收取保护费（即入户费
和管理费）。公安机关抓获该案犯
罪嫌疑人 4名，破获敲诈勒索案件
22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23
万余元。

琼海市周克坤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2018年7月，琼海市公安局成功
打掉以周克坤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自2018年以来，该集团盘踞在
高速公路一带，为非作歹，每天12时
至19时在东线高速公路海口往返琼
海路段、中线高速公路海口往返屯昌
路段、西线高速公路海口往返临高路
段以碰瓷的方式制造轻微交通事故，
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向过往车
主进行敲诈勒索上百起，非法获取利
益。公安机关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3
名，破获敲诈勒索案件120起，查获涉
案资金2.6万余元。

陵水曾伟新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2018 年 3 月 5 日，陵水公安局
成功打掉以曾伟新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2017年12月至2018年
2月期间，曾伟新集团高利放贷，多
次通过威胁、恐吓、扔冥币、放鞭
炮、泼屎等软暴力手段非法讨债，
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秩序。公
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 8
名，破获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等
刑事案件4起。

白沙林国强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2018年3月，白沙公安局成功打
掉以林国强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该集团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
镇、乐东黎族自治县一带以贩卖鹿茸
为名，针对游客实施强迫交易违法犯
罪活动。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
嫌疑人5名，破获强迫交易案件11
起，查获涉案资产12.9万元。

三亚开展老旧柴油车
淘汰和污染治理工作
中重型老旧柴油车须有尾气在线监控装置

本报三亚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绿色低
碳，环保出行。三亚持续开展老旧柴油车淘汰和
污染治理工作，申请老旧柴油车提前淘汰和中重
型老旧柴油车污染治理财政补贴的机动车所有人
或代办人，2月12日起可到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
市生态环保局审批窗口办理。

三亚提前淘汰老旧柴油车财政补贴的条件
为：不属于财政供养单位的车辆；不属于当年度，
及之前达到强制报废或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
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
标志的车辆；不属于因自然原因或交通事故等导
致直接报废的车辆；不属于2015年1月1日后由
省外转入的车辆；不属于之前年度享受过老旧车
报废补贴的车辆；车辆应交售给省内有资质的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进行回收拆解，并取得《报废
汽车回收证明》和公安车管部门出具的《机动车注
销证明》。

对于三亚中重型老旧柴油车污染治理，其申
报财政补贴的条件为：不属于财政供养的车辆；不
属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行驶里程不超过30万公
里的车辆；车况及发动机达到指定的良好工作状
态的车辆；安装柴油车颗粒物捕集器后检测达到
规定的排放要求；安装尾气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省
环保部门柴油车排放污染监控平台联网。

第 起1
屯昌郭斌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2018年2月，省公安厅、屯昌县公
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成功打掉了以
郭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
在建筑工程、矿产资源领域强揽工程，
在椰子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对正常经营的手机、家具商铺等强拿
硬要，对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收取“保
护费”，长期秘密开设赌场，并充当“地
下出警队”，插手民间纠纷、暴力讨债
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共
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40名，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48起，缴获枪支5支，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50万余元。

第 起1 第 起2 第 起3 第 起4 第 起5

第 起6 第 起7 第 起8 第 起9 第 起10

我省公办乡镇幼儿园
定向免培生今年扩招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社厅
2月12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我省乡村教
师定向公费培养计划实施工作，决定自2019年
起，在原计划每年招收约100名公办乡镇幼儿园
定向免培生人数规模基础上适当扩大招生规模，
将招生计划调整为200名，以满足我省学前教育
发展对师资力量的需求。

通知还对保障落实定向免培毕业生编制岗
位提出要求。根据要求，各市县（区）教育行政
部门要统一掌握本地区乡村教师岗位需求情况，
商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编制、财政部门，
在核定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量内合理确定本地
区定向免培生的需求计划，合理申报定向免培生
需求名额；要全力会同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机构编制、财政等部门，负责制定并实施就业方
案，确保定向免培毕业生到乡村小学、乡镇幼儿
园任教有编有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