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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保护海底通信光缆
你我共同责任

海南出省海底通信光缆是海南省连接外界通信最重要
的传输通道。海南出省海底通信光缆主要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海岸段至徐闻县海安镇海岸段及海南临高角至广西北海
海域。海洋工程施工、船只抛锚拖锚、设置定置网、渔业养
殖、打桩、挖沙等都会破坏海底通信光缆。人为破坏海底通
信光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将追究当事人刑
事责任。

请在海底通信光缆敷设区域作业的单位和个人注意保
护海底通信光缆。保护海底光缆，你我共同责任！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现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融合中心项目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聘请招标代理机构。现
公告如下：

报名要求：
（1）依法注册并在省级财政厅备案的招标代理机构；
（2）代理机构近三年内承接过大型信息系统集成等

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3）代理机构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

记录；

（4）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原件备查）；

（5）提供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的标准（加盖公章）。
报名时应提供上述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

公章）。
报名时间：2019年3月6日至3月8日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66810731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17楼

关于聘请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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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社摄影记者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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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35周岁以下；
3.热爱新闻传播和新闻摄影；具备独立的图片采编能力，娴

熟掌握图片、视频的拍摄；
4.了解新媒体发展，具备新媒体制作能力；
5.具备足够的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执行力，主动

性、责任心及团队协作意识强。
6.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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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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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社诚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东路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101地块（东路燃气分输站项目）
局部用地性质及规划控制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 3月8日至2019年4月6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东路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101地块
局部用地性质及规划控制指标修改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8日

为适应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需要，按照公务员法等有关规定，海南省纪委监委决定面向全

国公开选调公务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计划

面向全国公开选调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岗位主任科员

（含）以下公务员15名。

二、选调对象和条件

（一）选调对象

实施公务员法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

已进行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工作人

员，现任乡科级正职（含）以下职务。

（二）报考人员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纪检监察工作，具有良

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品行端正，能力过硬，业绩突出；

2.中共党员；

3.公务员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4.年龄35周岁以下（1984年2月28日以后出生）；

5.身体健康；

6.具有 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计算至2019年 2月 28

日）；

7.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要求

法学类专业；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报考：

1.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调查尚未作出结

论的；

2.曾受过党纪或政务处分；

3.尚在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的；

4.曾被辞退或开除公职的；

5.按照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对转任

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6.配偶及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工作程序

（一）发布公告

在《海南日报》、南海网、海南省人民政府网、南海先锋网、

海南廉政网等媒体上发布选调信息，接受报名。

（二）资格审查

按照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要求进行审查，资格审查通过

者将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考生本人，发放准考证。参加考试

人数与选调名额的比例不低于3:1方可进行考试，未达到比

例的，相应递减选调名额。

（三）笔试

笔试主要测试考生的政策法律水平、执纪执法能力、文字

综合能力等综合素质。

笔试时间拟定于2019年4月上旬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考生需持与报名时相同的有效证件和准考证参加笔试。

（四）面试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确定面试人选，面试人

选与选调名额的比例为3:1。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

主要测试考生的逻辑思维、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面试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五）体检和考察

按照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各占50％的比例，合成考试综合

成绩，并根据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采取差额考察

的办法确定考察对象，考察人选与选调名额的比例为1.5:1。

考察前应进行体检，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

体检不合格的考生，取消其选调资格，不予考察。体检费用由

海南省纪委监委承担。

体检合格的考生由选调单位派出考察组到考生所在单位

进行考察，主要从德、能、勤、绩、廉情况，与选调职位的适应程

度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重点考察政治表现、专业能力和工作

实绩。

（六）确定拟选调人员名单、公示和办理选调手续

综合考生考试成绩、体检和考察情况，按照人岗相适的原

则，拟定选调人员名单。具有纪检监察机关案件审理、人民检

察院公诉、人民法院职务犯罪审判工作经历，或者近五年在省

级及以上刊物公开发表理论文章、调研报告，或者取得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调。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审定拟选调人员名单后，在南海网、海南廉政网公示7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没有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选调的，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办理转任手续。

四、报名事项

（一）报名时间：2019年3月1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

（二）报名方式：网上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和邮寄报名。

（三）报名需提供以下材料：1.《海南省纪委监委选调公务

员报名表》（可在南海网、海南廉政网下载报名表，该表须有单

位同意报考意见并加盖公章）；2.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3.相

关证书（学历证、学位证等）；4.《干部任免审批表》；5.近五年获

得奖励或者荣誉的相关证明材料；6.近五年在省级及以上刊物

公开发表的理论文章或者调研报告。

上述报名材料扫描后发送至海南省纪委监委组织部邮箱

(sjwzzb@vip.126.com或者sjwzzb@hainan.gov.cn)，扫描文

件命名格式为“姓名+材料名称”。

（四）咨询电话：0898-65220962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海南省纪委监委负责解释。

海南省纪委监委

2019年3月11日

海南省纪委监委机关面向全国公开选调公务员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分行行史馆设计及施工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供应商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二）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三）
供应商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
禁入期内；（四）具有自2015年1月1日以来，承揽过至少1个200㎡
以上布展设计项目或合同金额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展览馆设
计施工一体实施项目，具备综合实施专业经验；（五）供应商法定代
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
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或者近姻亲关系；（六）不同供应商的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且不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
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
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3月14
日。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
室。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
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3月8日

采购报名公告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4月10日10时至

2019年4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
图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海南省乐东县九所
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4-1403室房屋，建筑面积60.09

平方米，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房产局备案，现被
执行人使用，起拍价:1200000元，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详见竞买公告及竞买
须知。

详情咨询电话:0459-6680210 (杨法官)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8日

受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的委托，《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2019
年3月7日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公
布。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ainan.gov.

cn/）、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http://lr.hainan.gov.
cn/）、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anya.gov.cn/）、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ghj.sanya.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8日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后公布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3
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推进“放管
服”改革工作，本着“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的理念，近期，该支队分

别联合保险公司与银行设立机动车登
记服务站，提供便民服务，为市民打造

“家门口的车管所”。
据了解，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第一车管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市分公司已开启“警保

联动”模式，设立10个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市民可在服务站办理6年免检
机动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所
有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等车管业务。
截至目前服务站已开通9个，另1个
正在筹备中，预计将于近日开通。

以往购车办理机动车抵押登记业
务的车主，需同银行工作人员前往车管
所业务窗口办理，过程比较琐碎，车主
需在银行与车管所之间来回奔波。为
解决这一窘境，车管所与中国银行、平
安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

行等5家银行联合设立5个机动车登记
服务站点，委托办理各行的车辆抵押
登记业务，车主只需提交相关材料，就
能一次性轻松办理车辆抵押登记业务。

目前，以上2项便民举措已正式
推行。

海口交警又推便民新举措,设立“警保联动”和“警银合作”站点

“车管所”开到百姓家门口

1.海口市出单中心 海口市国贸大道一横路2号1楼（已开通）

2.龙华支公司出单点 海口市海德路1号耀江花园铺面A2-03号（已开通）

3.秀英支公司出单点 海口市正义路泰和园B1栋（已开通）

4.海甸支公司出点单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西路13号荟尚街3楼（已开通）

5.国贸支公司出单点 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17号海汽金盘经济适用住房临街商铺第二楼（已开通）

6.美兰支公司出单点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5-6号盛达景都B栋一楼（已开通）

7.大致坡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园林东街16号房屋（已开通）

8.琼山支公司出单点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天上人间1号楼铺面6-7号（已开通）

9.三江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琼文路奥园楼一层（已开通）

10.三门坡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三门坡街115号（暂未开通）

“警保联动”服务站点10个 “警银合作”服务站点5个

1.建设银行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8号建行大厦1106室

2.平安银行

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22号深发展大厦6楼618室

3.中国银行

海口市滨海大道56号海怡豪园园景居首层

4.工商银行

海口市滨海大道76-1号洛杉矶城B座首层

5.农业银行

海口市红城湖路181号3楼机关办公室
制图/陈海冰

三亚新增直飞曼谷
国际航线

本报三亚3月7日电（记者林诗婷 徐慧玲
通讯员曹丹）3月7日，由泰国亚洲航空执飞的“三
亚⇌曼谷”航班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

“三亚机场”）顺利首航。截至目前，三亚机场开通
国际及地区航线达30条。

据悉，该航线由泰国亚洲航空空客A320型
客机执飞，每周一、二、四、六执飞，进港航班号为
FD438，零时55分从曼谷起飞，3时20分抵达三
亚；出港航班号为FD439，4时20分从三亚起飞，
5时25分抵达曼谷（以上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本报八所3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罗泰发）海南日报记者3月7日从东方市教育局
获悉，今年春季学期开学，东方市首批10名定向
培养录用公费师范生已到乡镇学校上岗。

2018年5月，为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
东方市出台了《东方市定向培养录用公费师范生
实施方案》，从2018年至2022年，通过定向培养
的方式，为本地培养150名中小学教师。

东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计划有两
种执行办法：一种是定向录用公费高等院校本科
应届毕业生，以高考成绩、实际考察和面试成绩为
依据，按学科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并一次性补
助8万元的教育费用；另一种方式是定向培养公
费师范生，在本地优秀高考毕业生中根据双方自
愿原则，以高考成绩为依据，从高分到低分择优选
招优质生源作为该市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

该负责人还介绍，按照《方案》的规定，被录用
的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须在东方市连续从事中小
学教育工作6年（含）以上，其中前3年必须在乡
镇、农村中小学校任教。

据悉，2018年东方市定向培养录用的公费师
范生共29名，其中定向培养的公费师范生19名，
定向录用的公费师范生10名。

东方定向培养录用公费师范生

首批10名师范生
已到乡镇学校上岗

扫黑除恶进行时

昌江发出最后通牒

黑恶势力“保护伞”须在5日内投案自首

本报石碌3月7日电（记者刘笑
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李其本）
3月7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召开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严厉强调：对充当

黄鸿发等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从即日起5天内主动向
县纪委监委说明问题、投案自首，争取
宽大处理。对于抱有侥幸心理，试图
逃避、隐瞒事实的相关人员，一旦查
实，必定严惩。

昌江县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

示，今年初，我省成功侦办以黄鸿发
为首的涉黑犯罪重大案件，重击了
在昌江盘踞多年的黑恶势力，同时
打掉了一批“关系网”“保护伞”，取
得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胜
利。但其部分“关系网”“保护伞”依
旧存在，对昌江县政治生态造成了

极其恶劣影响。因此深挖彻查“关
系网”“保护伞”将是接下来工作的
重中之重，会议就昌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
进，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会议还提出，要加强对相关行业、
领域的有效监管，乡镇要做好社情民

意的掌控和基层组织建设，政法机关
要时刻关注黄鸿发案后的社会面管
控，防止出现真空地带，致使其他势力
乘虚而入。坚决整治黑恶势力监管盲
区，坚持抬头就打，打早打小，有黑扫
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