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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工作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

二、招聘岗位

文秘宣传岗、经济金融岗、法律事务岗、财务会计岗。

三、应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中国国籍，政治思想素质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

健康，无不良记录，具有良好的从业记录。
2.第一学历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大学英语六级或同等水平以上，口语熟练，阅读、写作

能力良好。
4.年龄35周岁（含）以下（1984年7月以后出生）。
5.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综合分析能力，能熟练运

用电脑办公软件。
6.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意识，以及较强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勤勉敬业，能适应经常性加班。
7.与我行员工不存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二）岗位条件

1.文秘宣传岗：
（1）金融、经济、中文、新闻、法律、管理等相关专业。
（2）具有3年及以上金融机构、行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

位相关工作经验。
（3）做事自主性强，执行力和推动力强，组织协调能力突

出，工作细致认真。
（4）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擅长撰写

各类公文材料，在各类媒体发表过文字作品者优先。
（5）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
2.经济金融岗：
（1）金融、经济、财会、国际贸易、法律、工程等相关专业。
（2）具有3年以上金融机构公司信贷、评审等岗位工

作经验。熟悉国家外经贸、产业、金融政策；具有一定的

市场、行业、财务分析和判断能力；具有较丰富的信贷业
务实际操作经验和较强的信贷业务能力。

（3）能够独立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管理，有解决各种复杂
问题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调查分析、风险判别、沟通协
调和文字综合能力。

3.法律事务岗：
（1）法律、法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律师执业证。
（3）具有3年及以上法院、律师事务所、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法律事务工作经验。
（4）熟悉银行业务和民商事法律、国际法等，具备较深厚

的法律理论功底和较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
4.财务会计岗：
（1）金融、经济、会计等相关专业。
（2）具有3年及以上金融企业会计类岗位相关工作经验。
（3）熟悉国家会计政策、制度及规定，能独立承担会计结

算的岗位。
（4）银行会计人员优先，持有会计上岗证或CPA资格证

者优先。

四、报名方式及时间

报名方式：请应聘者登录中国进出口银行招聘系
统（http://zhaopin.eximbank.gov.cn），按网站提示进行注
册、报名、投递简历，每人限报 1 个岗位，只接受网上
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7月23日
报名过程中如出现技术问题，请发邮件至hainanzhao-

pin@eximbank.gov.cn，请勿发简历至此邮箱。
五、招聘安排
应聘者应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实不符，我

行有权取消其录用资格。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名者，我们将以短信、邮件等方式

通知笔试、面试，谢绝一切来电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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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的国有政策性银行，国际信用评级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总部设在北京。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宗旨是紧紧围
绕服务国家战略，建设定位明确、业务清晰、功能突出、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具备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性银行，支持领域主要包括外经贸发展和跨境投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科技、文
化以及中小企业“走出去”和开放型经济建设等。中国进出口银行始终致力于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选人用
人环境，为专业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广阔的平台。

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成立于2014年，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直属的一级分支机构，经营服务区为海南
省。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诚聘有工作经验正式工作人员。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中国之队·海口国际青年足
球锦标赛18日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举
行。这是我省第一次举办高水平的国
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海南省足协主
席吕建海认为，海南省和海口市两级政
府这两年非常重视青少年足球运动的
开展，是这项高水平国际比赛能“落户”
海口的主要原因。这次比赛的举办将
助推海南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也将
助力海口申办2023年亚洲杯小组赛。

海南青训足球这两年在国内逐渐
叫响，从去年10月至今，先后有国家男
足、国奥队、U19男子国家队、U16女
子国家队以及U15男子国家队共5支

“国字号”球队，在海口观澜湖的中国
足球（南方）训练基地训练。海南省足
协裕东青少年基地从去年开始举办了
多场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华南
赛区）U13组和U14组的比赛，广州富
力队、广州恒大队等多支中超和中甲
球队的梯队先后在省足协裕东青少年
基地比赛。“无论是国字号的球员还是
中超梯队的队员，均对海南的足球环
境和场地设施赞不绝口。”吕建海说。

海南青训足球队和球员这两年生
根发芽，从2017年开始，共有400多
名5岁至15岁的足球少年在海南省足
协中海足球俱乐部训练。海南中海足

球俱乐部U10—U15球队参加了全国
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华南区）、全国青
少年足球“菁英杯”比赛、全国“贝贝杯”
足球赛等国内高水平青少年比赛，涌现
出了不少好的足球苗子，刘志丹与张祖
民就是其中的两名。这两名球员前不
久入选了中国U15国家男子足球队66
人集训队，虽然没能进入最后的22人
大名单，但也能说明海南省足协“抓苗
子、出人才”的青训计划取得突破。

2019中国之队·海口国际青年足球
锦标赛的举办，能让海南青训教练、球
员近距离观看伊朗等亚洲顶级青少年
球队训练和比赛，有助于海南青训足球
水平的提高。组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
本次比赛对海南中小学生免票，目的就
是能吸引更多的学生球迷到场观看。

该项比赛能落户海口，与海南省
和海口市两级政府重视，海南省足
协、海口市足协共同发力，中国足协
对海南青少年足球训练的支持分不
开。吕建海透露，这次海口举办国际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是为申办2023年
亚洲杯小组赛的一次“预演”。2023
年亚洲杯比赛在中国举办，国内多个
大城市申请成为主办城市。“假如海
口能成为2023年亚洲杯小组赛举办
地，对宣传海南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吕建海说。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9CFA中国之队·海口国际
青年足球锦标赛18日在海口五源河
体育场开踢，中国U15队、朝鲜U15
队、伊朗U15队、马来西亚U15队4支
球队将展开较量。在17日举行的赛
前新闻发布会上，中国U15队西班牙
籍主教练安东尼奥说，中国国少队将

全力以赴角逐本次比赛。
比赛采取单循环制，一共进行6

场角逐，按积分排定名次。中国国少
队为了备战半年以后在印尼举行的
亚少赛预赛，特意选择海口集训。安
东尼奥说：“雅加达炎热的气候和海
口很相似，我们在海口训练了半个多
月，效果非常好。参赛的其他三支球

队实力都很强，国足会全力以赴打好
每场比赛。”

新军朝鲜队则来势汹汹，该队主
教练说，尽管朝鲜队刚组建不久，集
训了20多天，但我们是奔着冠军来
海南的。亚洲强队伊朗队主帅很低
调，他坦言参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锻
炼队伍。

海口国际青足赛18日五源河体育场开踢

国少主帅：全力以赴踢好每场比赛

据新华社吉隆坡 7 月 17 日
电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第二阶段、即40强赛分组
抽签仪式1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的亚足联总部进行，中国队与叙
利亚、菲律宾、马尔代夫、关岛同
分在A组。

参加本次抽签的40支球队以
2019年6月14日国际足联公布的
国家队排名为依据分为五个档位。
中国队在这期排名中名列世界第
73位，在亚足联下属球队中排名第
8，因此与伊朗、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位
列第一档。

中国队曾在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中与叙
利亚同组，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举行
的叙利亚主场比赛中被对手逼平，

最终叙利亚获得该组的
附加赛名额。中
国队与菲律宾
队在今年初的
阿联酋亚洲杯
中同组，中国队
以3：0取胜。

中国足协专
职执委蔡勇、国家
队领队刘殿秋参加
抽签仪式。蔡勇在抽
签后对记者表示，抽签结果正常，足
协方面前期对40强赛已经做了一
些考虑，下一步将针对抽签结果细
化安排。对于出线前景，蔡勇表示，

“必须有信心。”
40强赛将于2019年 9月5日

至2020年6月9日之间举行，采取
主客场循环制。由于每组包括五支

球队，每轮都会有球队轮空。其中，
包括中国队在内的小组种子球队将
在第一轮和第六轮轮空。

40强赛中八个小组头名和四
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二名共12支
球队将晋级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
三轮、即12强赛。

竞赛日程

7月18日（星期四） 7月20日（星期六）

16：00
朝鲜VS伊朗

19：35
马来西亚VS中国

7月22日（星期一）

16：00
马来西亚VS朝鲜

19：35
中国VS伊朗

16：00
伊朗VS马来西亚

19：35
中国VS朝鲜

海口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助推海南青训足球开展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分组抽签揭晓

国足抽了支上上签

四十强赛抽签结果

中国、叙利亚、菲律宾
马尔代夫、关岛

澳大利亚、约旦、中国台北
科威特、尼泊尔

伊朗、伊拉克、巴林
中国香港、柬埔寨

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
巴勒斯坦、也门、新加坡

卡塔尔、阿曼、印度
阿富汗、孟加拉国

日本、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缅甸、蒙古国

阿联酋、越南、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韩国、黎巴嫩、朝鲜
土库曼斯坦、斯里兰卡

H组

G组

F组

E组

D组

C组

B组

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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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敬画展海口开幕
长卷作品传递浓浓家乡情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林博新）7月17日上午，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指导，广东省美协、海南省美协、广东省文
史馆国画院主办的邓子敬“情溢海色——中国山
水画五长卷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
共展出5幅邓子敬近10年来创作的中国画长卷，
作品除了展示出邓子敬的艺术功底，更传达出这
位海南籍画家对家乡的眷恋。

据了解，邓子敬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主攻中国
山水画，痴迷于画海，每年都会回到海南采风，

“海”也使邓子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本次
展出的作品以“海”为主题，取景自海南各地的海
湾。开幕仪式上，邓子敬表示，家乡海南的自然人
文为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本次画展将持续至7月21日，公众可前往海
南省博物馆1号展厅免费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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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夏季影展启幕
“意大利之夏”为影迷献上10部佳片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尤梦瑜）海南日
报记者17日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获悉，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夏季影展——2019“意大利之
夏”影展活动将于7月26日至8月4日举行，届
时，10部意大利电影将在海口、三亚、万宁、东方
以及琼中的影院每日上映，购票通道将于7月22
日开启。

坚持探索“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
产业链”的电影节发展新模式，为了进一步推动打
造具有国际性、学术性、大众性的“永不落幕”的国
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推出“四季影
展”。2019年3月，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独家策划
举办的“2019美丽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在三亚
开幕，精选影片受到了影迷们的好评。

此次夏季影展精选来自意大利的10部影片，包
括《七日成名》《完美家庭》《犬舍惊魂》《女人之名》
《世上最幸福的男孩》《高速路上一只猫》《犰狳的预
言》《西西里鬼故事》《爱情与江湖》《寂静之乐》。

此次影展活动开幕式将于7月26日晚在三
亚市大东海沙滩举办，开幕影片确定为2019年初
于意大利上映便取得票房佳绩的《七日成名》。值
得一提的是，本次“意大利之夏”影展期间，组委会
将邀请《七日成名》导演詹卢卡·万努奇先生造访
海南，与影迷近距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