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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界面新闻是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原
创财经新媒体，由上海报业集团出品,
2014年 9月创立。界面新闻客户端在
2017年被中央网信办评为“APP影响力
十佳”，同时位居艾瑞商业资讯类移动
APP指数第一名。持有A级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许可证。

界面新闻以财经、商业新闻为核
心，布局近40个内容频道，围绕城市精
英用户，提供新闻、投资、购物、视频及
社交服务。

界面新闻海南频道深耕海南，秉承
“用最专业的新闻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
群”理念，报道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最新政策、财经
资讯、文化旅游、房产汽车和时尚商业
等资讯及热点新闻，为用户提供优质内
容与服务。

记者、编辑 策 划 销售总监

岗位职责

撰写优质、适合传播的内容；
能敏感捕捉各领域的热点；
善于策划，有较好的执行力，提高品牌

影响力。

任职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较好的文字功底，熟悉掌握策划文
案；特别优秀者，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薪酬待遇：

工作地点：海口
工作性质：全职
职位月薪：5k-8k 招募人数：10人

岗位职责

依据市场分析、客户需求制定品牌策
略；参与制定年、季、月度市场推广方案；独
立完成广告策划、品牌推广等方案。

任职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品牌管
理、市场策划、广告学、传播学等相关专业
优先；两年及以上企业市场管理或品牌营
销策划工作经验者优先；特别优秀者，上述
条件可适当放宽。

薪酬待遇：

工作地点：海口 工作性质：全职
职位月薪：4k-6k 招募人数：2人

岗位职责

建立和管理销售队伍，规范销售流程；
负责开发和维护公司重点客户，建立完善
客户体系；及时指导销售团队工作，协助完
成销售目标。

任职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类相关专
业；3年以上销售和项目管理经验工作经
验优先；优秀的团队建设经验，团队管理能
力强。

薪酬待遇：

工作地点：海口 工作性质：全职
职位月薪：7k-10k 招募人数：2人

销售经理

岗位职责：
协助销售总监、销售经理完成销售工

作；负责项目的统筹管理，管控项目的进
度、成本、品质；协调各部门，使团队内部日
常工作顺利成；
任职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较强的工作
责任感、较强的沟通能力等。
薪酬待遇：

工作地点：海口 工作性质：全职
职位月薪：3.5k+业绩提成
招募人数：10人

岗位职责：
负责界面新闻海南频道日常广告、专

题制作；支持后台编辑人员专题类设计制作，
解决技术及设计上的问题；负责公司大小型
活动宣传物料设计。

任职要求
2年以上网络美编相关工作经验；精通

网页制图及平面制图规范，熟悉平面设计，
熟练操作 photoshop、cdr、illustrato等
软件；工作高效即时准，能适应高强度工作
压力，工作细致耐心，责任心强，具有强烈
的团队合作精神，有门户网站或专题类目
制作经验者，设计或艺术类专业优先考虑。

薪酬待遇：
工作地点：海口 工作性质：全职
职位月薪：5k-6k 招募人数：1人

岗位职责：

本科在校学生，汉语言、新闻学、市场
营销、广告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文字功底较好，有相关经验优先；每周
可实习至少三天，能连续实习满两个月以
上；

本公司对所有优先的实习生提供转正
机会。

薪酬待遇：

工作地点：海口
工作性质：实习
基础补助：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给予补贴
招募人数：5人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五西路47号铱海楼7楼 投递邮箱：147542923@qq.com

设计师 实习生

联系人：穆女士
电 话：18876928021/15008093506

界面新闻
招聘

三亚举行体育舞蹈赛
本报三亚8月4日电（记者徐慧

玲）8月3日晚，2019中国·三亚第十
届体育舞蹈公开赛在三亚技师学院正
式开幕。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33支队伍2100余名选手齐聚鹿城，
参赛队员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4
岁半，为观众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

“舞林大会”。
本届赛事亮点纷呈，除了比赛

规模扩大、比赛队伍水准更高以外，
首 次 与 中 国 体 育 舞 蹈 联 合 会
（CDSF）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体
育舞蹈联合会将更多先进的办赛理
念、优秀的国际级选手 、国际级裁
判引进三亚，这次国际级评审 27
人，高规格、高要求、高标准，突显赛
事品质与水准。

三亚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体育舞蹈是一项体育与艺
术高度结合的竞技体育项目，在三亚
已经连续多年举办公开赛。此次活动
将助推“旅游+文化+体育”产业融合
发展。

第十八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海口举行

俄中两国选手分获男女冠军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卫小

林）8月 3日晚，2019第十八届精功
（国际）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海口世
纪公园休闲广场举行。经过三轮比赛
环节共两个多小时比拼，最终，来自俄
罗斯的男选手艾达尔和中国江西的女
选手丁苑苑分别获得男女模特冠军。

海南日报记者现场看到，本届全
国总决赛于当晚8时准时开幕，巨大
的T型舞台上灯光璀璨，现场乐声高
亢。来自四川、湖北、新疆、浙江、广
东、广西、海南及网络等30个分赛区
的61名中外男女模特选手激情澎湃
地一遍遍登上T型台，为现场观众呈
现了一场五彩斑斓的时尚盛宴。

经过眼镜与时装、太阳镜与泳装、
优雅晚礼服三个比赛环节的竞逐，由
国内眼镜行业权威、时尚界、教育界、
艺术界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委团进行了
现场评分，同时根据训练营期间的表

现得出综合评分，最终，来自俄罗斯的
男选手艾达尔和中国江西的女选手丁
苑苑分别获得男女模特冠军，来自福
建的男选手黄迪文和山东的女选手姜
璟伊分别获得男女模特亚军，来自四
川的男选手登真达瓦和湖北的女选手
王宛婷分别获得男女模特季军。此
外，还分别评出了男女十佳模特和最
佳人气奖、最具表现力奖、最佳上镜
奖、最佳形体奖等单项奖。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社、中新社、
人民网、凤凰网等20多家大型媒体也
分别进行了现场报道，很好地宣传了
海南，有力地扩大了诞生在海南这片
热土上的精功模特大赛这一海南时尚
品牌的知名度。

本届全国总决赛由海南精功眼镜
连锁有限公司和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
主办，并由海口广播电视台进行电视
直播和网络直播。

男模冠军艾达尔和女模冠军丁苑苑。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2019年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澄
迈赛区比赛4日收官，澄迈站的比赛吸
引了不少球迷的关注。澄迈篮球有着辉
煌的过去，4人曾入选广东篮球队，一人
入选过国家青年篮球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澄迈人就喜
欢打篮球，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今
年69岁的马汉海是澄迈和海南的篮球名
人。1974年，24岁的马汉海因为在广东
省运会篮球赛上的出色表现，入选了广东
队。马汉海身高1.82米，司职前锋和后
卫。和他一起入选的还有一名来自儋州
白马井镇的球员。老马回忆说，那个时候
澄迈县经常举办篮球赛，特别是广西地区
的南宁、柳州、玉林和梧州等市县的球队
非常喜欢来澄迈，和澄迈的球队打对抗
赛。澄迈篮球队球风彪悍、速度快、投篮
准，和广西的球队球风相似。“常年和广西
的篮球队打对抗赛，无形中提高了澄迈的
篮球水平。”马汉海说。

1976年，效力广东队两年后，马汉
海退役回到了澄迈体校，担任篮球教
练。让马汉海自豪的不是他曾入选过
广东篮球队的两年经历，而是后来他挖
掘和培养的4名澄迈篮球少年先后入
选了广东队，其中还有一人入选了国家
青年篮球队。入选国字号的澄迈籍球
员是蔡仁雄，老马回忆说，蔡仁雄个头
不高，从小就跟着他训练。身高 1.82
米、速度奇快的蔡仁雄先后入选了广东
青年队、广东队。1987年，对于海南篮
球和蔡仁雄来说都是难忘的一年。那
年，蔡仁雄入选了国家青年队，并参加

了在前西德举行的世界青年篮球锦标
赛，最终中国国青队获得了第8名。司
职后卫的小蔡弹跳力惊人，在比赛中几
次上演扣篮表演。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前，一共有9
人入选过广东队，其中5人是澄迈籍球
员。1985年，以澄迈体校篮球队为班底
组建海南队，参加广东省青少年篮球锦
标赛。在那次比赛中，海南队战胜了所
有的球队，包括最强的广州队，但海南队
最后却名列第二名。马汉海说，组委会
临时增加了一项体测环节，规定全队
1.90米以上的球员一个加1分，广州队有
2名球员身高在1.90米以上，加2分。海
南队没有1.90米以上的球员，最后，广东
队依靠身高加分，险胜海南队夺冠。“场
上真刀实枪地我们干赢广州队，比身高
我们输了，不服啊。”对于34年前与冠军
失之交臂，老马现在还觉得很遗憾。

只要澄迈举办篮球赛，场外观众一
定爆满，马汉海开玩笑说，老的澄迈县灯
光球场能坐3000多人，至少一半观众都
完全懂篮球。每次裁判员来澄迈吹罚比
赛都很紧张，生怕出点小纰漏，遭到澄迈
球迷嘘声。现在，篮球仍是澄迈第一运
动，除了校园篮球和机关单位打得热火
朝天外，篮球运动已经走进了澄迈幼儿
园。光金江镇就有几十所幼儿园开设了
篮球兴趣班。老马说：“这些娃娃就是澄
迈篮球的未来，希望若干年后，能从他们
中再走出一名国字号球员。”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8月4日讯）

曾经出了一名青年篮球“国手”，4人入选广东队

澄迈篮球的辉煌往事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8 月 4 日
晚，2019 年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
澄迈赛区和万宁赛区结束。各分赛
区各组别前 4 名球队将直接晋级总
决赛。

澄迈赛区青少年组前四名的分别
是守望者、小花、Demon3 和小飞侠。
公开组前四名的分别是胖出新高度、
粉汤加蛋、养生噻得啦和SOS。

万宁赛区青少年组前四名分别是
追风队、配角队、求过队和街篮队。公

开组前四名分别是子天广告队、绿动体
育队、青年汇队和美植口腔队。

本次比赛万宁赛区共有青少年组
（14-17岁）23队，公开组（18-45岁）24
队。澄迈赛区共有青少年组16队、公开
组31队。今年的比赛设儋州、澄迈、万
宁、东方、三亚、定安、屯昌、琼海、文昌、
海口共10个分站比赛。首站儋州站的
比赛已经结束。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举办，省赛事
中心协办。

省三对三篮球联赛澄迈和万宁赛区收官

中国女排三连胜获奥运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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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4日晚，2020年东京
奥运会女排资格赛B组最后一轮角逐
在中国宁波北仑结束。对阵本站比赛
最强敌土耳其女排，中国女排完全压
制住对手，以25：18、25：12、25：18横
扫对手，以三连胜的成绩获得2020东
京奥运会入场券。

此役中土两强都派出最强阵容出
战。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主攻朱婷、
张常宁，副攻袁心玥、颜妮，接应龚翔
宇，二传丁霞和自由人王梦洁。土耳
其启用巴拉丁和厄尔坎搭档主攻，居
内什和艾达联袂副攻，接应卡拉库尔
特、二传奥兹巴伊和自由人阿克兹也
先发登场。

本场较量中国的队长朱婷力夺
20分荣膺得分王，主攻张常宁拿到16
分，两副攻颜妮和袁心玥同获6分，接
应龚翔宇得到5分。土耳其的新秀边

攻卡拉库尔特进账15分，主攻巴拉丁
贡献8分，副攻老将艾达仅得1分。

3轮激战过后，东京奥运会女排
资格赛B组的争夺全部结束。中国女
排3连胜全取9分，拿下东京奥运的
门票。土耳其2胜1负积6分名列次
席。德国1胜2负斩获3分位居第3，
捷克3连败垫底。

4日，女排姑娘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出线历程

中国3：0捷克

中国3：1德国

中国3：0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