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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咨询电话：0898-36693380。联系人：黄女士。

现诚邀志同道合、有识之士加盟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共品创

业激情、共筑职业平台、共创美好未来！

一、应聘基本条件
（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二）中层干部年龄40周岁

以下，综合柜员及客户经理助理年龄30周岁以下，其他人员年

龄35周岁以下；（三）2年以上相关岗位从业经历；（四）敬业爱

岗，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无重大疾病史，无不良纪录；（五）符合

我行亲属回避政策；（六）具有相关资质者，客户资源或业务专

长突出者优先考虑。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工作年限等基本应聘条件。

二、招聘岗位

三、招聘岗位具体要求
（一）营销部门负责人
1.具有6年及以上经济金融行业从业经历，2年及以上银

行业务管理经历；

2.熟悉银行业务经营管理流程和金融产品；

3.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及沟通协调能力。

（二）公司业务客户经理
1.具有2年以上银行公司业务营销拓展工作经历；

2.熟悉公司信贷操作流程和金融产品知识，能独立完成金

融服务方案和授信申报材料的撰写工作；

3.具有较强的业务营销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三）零售业务客户经理
1.具有2年以上银行零售业务营销拓展工作经历；

2. 熟悉银行零售业务产品，了解各类个人客户的金融

需求，能独立完成金融服务方案和个人贷款申报材料的撰

写工作；

3.具有较强的业务营销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四）金融机构客户经理
1.具有2年以上金融机构业务营销拓展工作经历；

2. 熟悉金融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和金融产品知识，能独立

完成金融服务方案的撰写工作；

3.具有较强的业务营销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五）理财经理
1.具有2年以上银行个人财富管理或金融行业个人金融业

务工作经历；

2.具有AFP 、CFP或证券、保险、外汇、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者的优先考虑。

（六）综合柜员

1.具有2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2.熟练掌握银行柜面业务操作技能；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

和合规意识。

(七）客户经理助理
1.具有2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2.熟悉银行金融产品知识；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合规

意识。

四、应聘方式及报名截止时间
（一）有意者请登录“浦发银行官方网站（www.spdb.

com.cn）”－点击“今日浦发”－进入“浦发招聘”-“应聘报名

表(有工作经验人士)”，下载并按要求填写“《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应聘报名表》（有工作经验人士）”。请不要修改应聘报名

表格式及填表须知。

（二）请于2019年 11月10日24：00前将应聘报名表发

送e-mail 至：hkfhrlzyb@spdb.com.cn，邮件及附件应聘报

名表的主题均为：“应聘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岗位）—姓名”。

（三）营销类人才招聘长期有效。

五、注意事项
（一）本次招聘报名仅受理网上报名方式，不接受邮递、面

呈等其他方式。我行对应聘者个人材料将严格保密，仅用于此

次招聘。

（二）本次招聘将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与应聘者联系，

请注意查收邮件并保持通讯畅通。

（三）应聘者对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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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经录用，将提供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

遇和培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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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立于1992年8月，总部设在上海，良好的业绩、诚信的声誉，使浦发银行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中备受关注和
尊敬的上市公司。2019年，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世界500强”榜单,浦发银行位列榜单第216位，在上榜中资商业银行中位列第8
位,在上榜的中资企业中位列56位。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成立于2013年4月, 是总行在海南省设立的一级分行。开业以来，分行秉承“合规、稳健、创新”的办行理
念，一直倡导“以人为本、企业与员工共成长”的用人理念，致力于营造积极向上、活泼乐观、团结合作的企业文化氛围，为员工施展
才华提供广阔的空间与和谐的内部环境，帮助员工构建职业生涯规划。

寻找靠“ ”精英，未来一触即“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诚纳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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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沙会会徽、口号
点亮城市标志性建筑

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记者欧英才）10月
25日至27日晚，亚沙会会徽、口号点亮了三亚凤
凰岛、美丽之冠、鸿洲国际游艇酒店等城市标志性
楼体建筑，成为夜晚中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线。

夜幕降临，楼体灯光秀充分运用声、影、光、电
等当今前沿的科技手段，楼体立面不断变幻动感
影像：会徽图案、中文口号“久久不见久久见”、英
文口号“See ya in Sanya”。

据悉，本次点亮城市楼体灯光活动还在三亚
国际购物中心、麒麟酒店、一号港湾城、金润阳光
商场等户外电子屏进行。

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亚沙会成为
世界了解活力三亚、时尚之都的又一个平台。在
筹办过程中，组委会努力把时尚元素注入城市建
设中，以时尚、前沿的技术，设计赛事的视觉系统、
服务系统、视听系统等。

本报海口 10月 27日讯 （记者
王黎刚）经过11天的角逐，2019年海
南省新闻界运动会 27 日在海口结
束，来自省内各新闻单位的13支代
表队参加。

本次比赛设篮球（男子）、羽毛
球（团体赛）、乒乓球（团体赛）、拔河
（团体赛）、老新闻工作者乒乓球个
人赛。

最终，获得男子篮球赛前3名的
分别是海口广播电视台代表队、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代表队和海南特区报凤
凰网联队。获得羽毛球（团体赛）前3
名的分别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代表
队、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代表队和海口
广播电视台代表队。获得乒乓球（团
体赛）前3名的分别是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代表队、澄迈广播电视台代表队
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代表队。获得拔
河（团体赛）前3名的分别是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代表队、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代表队和三亚日报社代表队。在老新
闻工作者乒乓球个人赛中，周宗煌、王
仁广和江龙光分获男子单打前3名。
金丽萍、郭泳雪和周小红分获女子单
打前3名。

本次比赛旨在庆祝第二十届“中
国记者节”，更好地活跃全省新闻工作
者的业余文化生活，增进身心健康，增
加凝聚力，展示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
象，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比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协办。

海南省新闻界运动会结束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陈
蔚林）10月27日上午，中央芭蕾舞团海
南创作演出实践基地在海口揭牌启用。

今年是海南省歌舞团附属芭蕾
舞蹈学校成立10周年，也是海南省
青年芭蕾舞团成立1周年。在“世界

芭蕾日”来临之际，省歌舞团策划承
办了“世界经典芭蕾作品海南展演
周”，并促成实践基地落成启用。

省歌舞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实践
基地启用后，舞蹈学校和芭蕾舞团将
借力中央芭蕾舞团，进一步挖掘海南

芭蕾苗子，培养海南芭蕾人才，创作
海南题材的芭蕾剧目。

中央芭蕾舞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央芭蕾舞团将发
挥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一方
面利用海南丰富的文化资源，采风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一方面为
海南青年芭蕾舞演员提供指导，为繁
荣发展海南芭蕾艺术事业作出贡献。

中央芭蕾舞团海南“安家”

本报三亚10月 27日电（记者
李艳玫）10月27日下午，2019海南
沙滩运动嘉年华开幕式暨冠军荣耀
中国行走进海南启动仪式在三亚湾
海月广场沙滩举行。羽毛球奥运冠
军张宁、乒乓球奥运冠军李晓霞、举

重奥运冠军廖辉等8位奥运冠军与
2000多名市民参加开幕式。

作为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的
活动之一，27日上午，“冠军荣耀中国行
走进海南”火种采集及火炬传递仪式举
行。据悉，火炬传递从三亚开始，通过

2022棒接力传递，于2022年到达北
京，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

开幕式现场，三亚市人民政府相
关负责人与举重奥运冠军廖辉进行
冠军荣耀中国行走进海南火炬交接，
火炬将随着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
华的主会场三亚，传递到其他5个分
会场举办市县，进一步点燃人民参与
沙滩运动的热情。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启动

据新华社武汉 10 月 27 日电
（记者梅世雄 廖君）共享友谊，同筑
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7日
晚在湖北省武汉市圆满落下帷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许其亮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闭幕，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
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致闭幕辞。

27日晚的江城武汉，流光溢彩，
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洋溢着“体育传
友谊”的浓厚氛围。本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来自109个国家的9300余名
军体健儿同场竞技，用体育架起沟通
的桥梁，让武汉这座城市镌刻下军人
的荣耀，闪耀着体育精神的光芒。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践行“绿
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实
现了“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
的筹办目标，在世界军人运动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

19时 40分，闭幕式正式开始。
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各
参赛国代表团旗手举国旗入场。

闭幕式文艺表演以“友谊的纽
带”为主题，分为“我们相聚在一起”

“美丽武汉欢迎你”两个篇章，演出以
荆楚文化为依托，以独具武汉特色的
各类元素为形象，奉献了一场传统艺
术与现代科技相融的视听盛宴。

文艺表演后，国际军事体育理事
会主席皮奇里洛和武汉市委书记马

国强先后致辞。伴随着国际军事体
育理事会会歌的旋律，国际军事体育
理事会会旗缓缓落下。开幕式中的

“现代士兵”出现在名为“和合”的火
炬塔前，将圣火引入手中的“和平
尊”，燃烧了10天的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主火炬渐渐熄灭。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设置了27
个大项、329个小项的比赛，各国军人
运动员以顽强的毅力挑战极限、攀越
新高，共打破7项世界纪录、85项国际
军体纪录。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
团共获得133枚金牌、64枚银牌、42
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闭幕
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共获133枚金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10月27日，闭幕式上的文艺
表演。 新华社发

沙滩橄榄球赛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古敏 易长桂）

2019年海南亲水运动季——沙滩橄榄球邀请
赛近日在海口市西海岸假日海滩举行。本次
比赛吸引了16支球队300多人参加。

中国橄榄球协会专职副秘书长刘成龙说：
“沙滩橄榄球邀请赛参与门槛低，安全系数高。
近些年受到全世界橄榄球爱好者的喜爱，风靡
国外。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在三
亚举行，希望沙滩橄榄球能进入亚沙会，让市民
和游客有更多机会体验丰富的沙滩运动项目。”

中文口号：久久不见久久见
英文口号：see ya in sanya

三亚亚沙会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