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开展好金融消费者教
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提升在校
学生金融素养，增强学生风险防范
意识，继11月27日第一讲开课仪
式后，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继续派
出优秀讲师于12月11日在海口府
城中学进行第二讲的授课。

第二堂金融知识课程的内容为
“珍爱人民币”，该行讲师主要从人
民币的发行、爱护人民币以及真假
人民币辨别等方面带领学生认识人
民币。课上，交行讲师向学生现场
展示2005版人民币，通过带领大家
看水印、看安全线、看光变油墨、摸

手工雕刻头像以及凹印手感线等多
种方式识别真假人民币，并普及了
遇到假币的正确处理方式，让学生
真正认识了辨别人民币真伪的种种

“神奇”之处。
在课堂的最后，讲师采取有奖

问答的互动方式帮助学生消化当堂

课的学习内容，大家积极参与、踊跃
发言，整个课堂气氛轻松活泼。

据了解，本次授课通过对人民
币知识的讲解、对基础金融知识和
风险防范技能的宣传，提升了中学
生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受到
师生的一致好评。

交行海南省分行走进海口府城中学

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宣教活动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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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的支持下，交通银行三亚分行向总
行离岸业务中心申请协办离岸业
务，在三亚开设专门的柜台协助受
理开销户业务、汇款业务、网银业
务、外汇贷款、贸易结算等业务，助
力三亚离岸金融发展。目前，三亚

分行配备10名离岸业务从业人员，
立足三亚本土为企业提供离岸业务
服务。

交通银行作为唯一拥有离岸牌
照的国有大行，积极发挥在岸传统、
FT、离岸“三维一体”账户服务体系
作用，强化离岸业务服务体系与自

贸区建设的有机融合，积极支持发
展离岸金融业务，向企业提供合适
的离在岸金融产品，服务好实体经
济。

据介绍，可以申请开立离岸账
户的包含走向海外/在海外上市的
中资企业或有中资背景的企业在境

外开立的关联公司；跨国公司、外商
投资企业、外贸企业、对外加工企
业、保税区企业在境外的母公司或
者子公司。

“交通银行是六大国有银行中
唯一拥有离岸业务牌照的银行，
可为客户提供集在岸传统账户、

FT 账户、离岸账户于一体的多样
化金融服务。”交通银行三亚分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离岸账户的
优势比如经营币种包括美元、日
元、港币、欧元、英镑、新加坡元、
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等货币，比
照离岸汇率执行；“引进来”“走出

去”企业的境外关联公司不用去
境外开户即可享受境外银行全套
金融服务；可为海外上市的企业
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境内
外关联公司都可在交行开户，账
户情况随时掌握，方便资金运作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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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发挥牌照优势助力离岸金融发展

广告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1223）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23日11时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报废
物资一批（详见《报废物资明细清单》）。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00
元/整体。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12月19日17时止。

标的展示地址：三亚市三亚湾新城路8号
特别说明：1、竞买人须具有废旧物资回收资质，具有再生资源回

收经营备案登记证、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证；2、搬运费、运输费由买
受人承担。

联系电话：18976947136、68538965
报名、拍卖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写字楼10层会

议室
监督人：张金才 监督电话：18789669326

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开始，报

名工作按属地（各市、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洋浦卫生计生

局，省、委直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受理。

考生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考生自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13日登录中国

卫生人才网（http://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

名；各报名点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在 2019年12月25日-

2020年1月16日期间进行现场确认工作。

网上缴费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2月29日-3月13日，

通过考区资格审核的考生务必在此期间完成网上缴费，逾期

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考试。2020年5月8—31日考生可

登录上述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19年12月13日

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 名 通 知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海南销售分公司就 2020 年生动
化制作采购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招标需求如下：1、店招类供应商招标数量需求：20家。海口、
三亚各招2家，临高、澄迈、定安、文昌、琼海、万宁、屯昌、儋州、昌江、白
沙、琼中、五指山、保亭、陵水、乐东、东方各招1家。其中海口、三亚供
应商须满足基础店招和高级店招的制作需求，其他市县供应商须满足
基础店招的制作需求。2、物料类供应商招标数量需求：1家。

二、投标单位要求：投标单位须具有专业技术的能力且可提供合法
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要求详见“千里马招标网”的招标公告。
具体网址http://www.qianlima.com/zb/detail/20191125_160780214.html
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踊跃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17:00 前，生动化招标联系人:
李健潮，咨询电话：17389760228，邮箱：LIJIANCHAO21@crb.cn。

招 标 公 告

无主物认领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改造项目补征地K0+770征地红线

内有一闲置500KvA专用变压器，具体位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江
东水岸小区南面绿化围墙外。经我部走访调查，闲置专用变压器
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政府储备地搭建，建设单位或有关权利人无法
确认，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并依法及时处理，请建设单位或有关权
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天内到我部认领，并自行清理地上构
筑物。逾期未予认领或未拆除的，将视为无主财产，公告期满后
作抛弃物处理，所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特此通告。公告日
期：2019年12月13日至2019年12月15日。公告地点：海口市
美兰区江东水岸小区。联系人：潘玉婷、吴荣新。联系方式：
0898-65512103。联系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和风家园
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

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
2019年12月13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549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秀英金旺盛建筑器材租赁部
与被执行人长沙桐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涂院风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依法查封被执行人长沙桐木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三路悦华嘉园9
号楼 1201 房 [不动产权证号:琼 (2017)万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5666号]、1205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万宁市不动产权
第0005669号]两套房产。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
卖，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 570311

文昌市华侨农场保障房55套商铺公开挂牌

分别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1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文昌市潭牛镇华侨大道南
侧、华侨农场办公楼东侧，文昌市华侨农场保障房55套商铺，商
铺建筑面积从54.53㎡至234.66㎡不等，挂牌价格单套为321,
727.00元至1,478,358.00元不等。公告期：2019年12月13日
至2020年1月13日。标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 交易网（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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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中国跑第一人
走进江东中学演讲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12月11日下午，环中
国跑第一人熊贤军在海南江东中学为广大师生带
来了一场以“你若坚持，万山无阻”为主题的大型
励志演讲。

32岁的陕西小伙熊贤军，自2016年至今，
历时 786 天、经过 161 座城市、跑步环中国
26120 公里。12 月 11 日，刚刚完成海南闭环
跑的他，在江东中学分享了环跑过程中经历的
种种挫折与暖心故事，赢得了广大学子的阵阵
掌声。

熊贤军表示，在环跑中国结束后，计划在各大
高校举办100场大型巡回励志演讲。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郭
萃）2019“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海
口站活动将于12月14日7时30分在
海口市万绿园起跑。目前赛事进入
倒计时阶段，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
鼓、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的准备。

参赛装备领取时间截至13日18
时，还未领取装备的参赛选手可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凭报名
成功的通知短信前往海口市龙华区
建设路海南日报新闻公寓南门（海

南日报社后门小红楼）领取参赛装
备。

12月12日12时，位于海南日报
社后门的小红楼里，前来领取装备的
选手陆续增多。“我每天都去万绿园晨
跑，这次试一下，看能不能拿个奖金！”
52岁的市民刘宇峰领完装备后说。

近年来，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已经策
划和完成了几场大型环岛全民健跑
活动。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奔跑

海南”环岛全民健跑影响力也在不断
扩大。此次“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
民健跑（海口站）活动吸引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参与和支持。

“这次比赛高手很多，有很多专
业的运动员都报名参加了，我不一定
能得冠军，但是我会拼尽全力奔跑！”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34岁
小伙施扬合是今年“奔跑海南”琼海
站男子组10公里冠军，他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跑步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基本上每天下班后都
会跑10公里至20公里。

对其他跑友来说，“奔跑海南”还
有着特殊意义。“活动那天刚好是我
31岁生日，以奔跑的方式庆生不是更
有意义吗？”海口市民梁宗捷表示。

海南日报记者从组委会获悉，截
至目前，“奔跑海南”海口站赛事医
疗、交通、安保等保障工作已经就
绪。活动当天，选手们可以放心享受
比赛过程。

“比赛当天，我们的安保人员主
要分布在沿途各个交会路口，防止一
些自行车、电动车进来，以及维护好
活动现场及周边治安秩序，确保各项

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到位。”据活动现
场安保服务总指挥冯子祥介绍，现场
共配置60名保安员，分别安排在安检
门、起终点、主会场、集结区、舞台区
以及各功能区。

“活动当天，我们制定了详细的
医疗保障方案，确保活动顺利、安全
进行。”据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医疗保障工作由海口市
医疗系统和专业救援队共同完成。
活动现场将安排16名救援人员以及
两台除颤仪，救援人员分布在每个公
里点位及赛道弯道死角。另外，将在
主会场安排1名医生和1名护士，跑
道2.5公里处安排1名医生和1名护
士以及1辆救护车。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海南银
行、海马汽车、金地集团等多家企业
对本次活动给予了赞助支持。

“奔跑海南”海口站明日开跑
装备领取时间截至今日18时

关注“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海口站） 临高茉莉轩大讲坛开讲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亚峰）12月11

日，临高中学茉莉轩大讲坛第一期开讲。南宋绍
兴年间，临高县令谢渥创办了临高县有史以来第
一所被正式记录于史册的书院，题名茉莉轩。茉
莉轩遗址就位于临高中学。

茉莉轩大讲坛第一期主讲人董彦卿，是临高
县组织部引进的优秀人才。他结合苏轼的诗歌
和人生经历，从多个角度解读苏轼，让听者感受
到苏轼的人格魅力，体会到苏轼留给后人的文化
意义。

《海南日报》

姓名：董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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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新明

如果2015年海南省没有面向全
国公开引进教育人才，我是难以与《海
南日报》结下缘分的。而从我当年9
月正式入职儋州市第二中学（以下简
称儋州二中）的那天起，我与《海南日
报》一见如故，每天无论工作多忙，都
要抽出时间读一读报。

在《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前夕，
作为一名投身海南教育事业的湖北籍
老师，我要把感谢送给《海南日报》。

《海南日报》为我分享了一个大
美、全新的海南。

远离家乡、只身从教的日子，一捧
起《海南日报》，就有一种舍不得放下
的感觉。借助这一媒体，我可以了解
天下大事，可以感受海南风情，可以目
睹琼岛日新月异的变化。

坚持阅读《海南日报》，我对海南
各市县的特色、风景有了一个大致的
了解，但百闻不如一见。从上岛的第

二个月起，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便走
出校门，实地踏访海南的“美”、海南的

“新”以及海南的“变”。
西线高铁开通，我和同事朋友们

利用元旦小长假，结伴环岛游，体验乘
坐“和谐号”的舒适与惬意。

漫步博鳌国际会议中心大厅，我
们在发言席前神采奕奕地“演讲”，秀
一把挺直腰杆的神气。

有一年“五一”小长假，我们赴保
亭，去白沙，在独具风味的乡村游里品
读海南的山清水秀。

拜谒东坡书院，深感东坡居士传
经、布道的遗风正朗朗有声，馨香阵阵。

踏访千年古盐田，只见先民的古
老智慧在阳光下结晶，粒粒亮眼。

我在海南各地行游获得更多灵
感，当我把所见、所闻、所感，凝结成
《临高观瀑》《松涛天湖览胜》《在琼中
的百花岭上》《保亭乡村一日游》等一
组游记散文，刊登在《中国报告文学》
等多家媒体之际，我怎能忽略《海南日

报》做了优秀的向导的功劳呢？
《教育周刊》是《海南日报》的专

刊，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慧君信箱”
捕捉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一事一
议，深入浅出地讲道理，针对性强，借鉴
性强；“精彩课堂”选登记录课堂教学精
彩瞬间的文章，直接服务于广大一线教
师；“习作”栏刊发中小学生的课堂作文
和课余练笔，为培养文学新人助力。还
有大气、厚重的“校长视野”，别开生面
的“引进人才风采”等。

《教育周刊》每周二出版，总是给
人期待。我还把《教育周刊》带进课堂，
使教学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学
生吴美兰、李娜通过阅读《教育周刊》，
不断增加积累，坚持课余练笔，取得了
突出的作文成绩。高三一年，她们在省
级刊物发表作文多篇，双双在全国性中
学生作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学生郑雪毅语文基础比较薄弱，
作文更是“老大难”。经语文老师悉心
指点，他的作文日渐长进，作文《张贴
栏里的语文卷》被《海南日报》刊登后，
他的写作兴趣得以大大提高。2017
年高考被天津大学录取。

我更是热爱《教育周刊》，积极为

它写稿。从发表第一篇《来海南，真的
来对了》开始，已在这个园地里发表
20余篇教育教学类稿件。这些稿件
是我教学工作的积累，是弥足珍贵的
资源，饱含《教育周刊》主编们的心血
与智慧。

我就职的儋州二中是儋州市重点
中学，办学历史悠久，办学业绩突出。
2016年至今，学校校容校貌大为改
观，教育教学质量不断上升，社会口碑
越来越好。

2017年5月，儋州二中校长高澄
清撰写的文章《儋州二中“545”教学
思想与“30条教规”》在《教育周刊》的

“校长视野”栏目刊登。
2017年6月，我与《教育周刊》主

编合写的纪实文章《潜心谋“改”，雄心
求“变”》在该刊上配图发表。

2017年9月教师节前夕，我与海
南日报记者合写的《教育是一种爱》一
文在《海南日报》发表。

2017年以来，学校组织军训、开
展社团活动、举办大型文艺体育活动
等的图片新闻，陆续在《海南日报》上
刊登。

这些报道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大大提升了儋州二中的知名度。
《海南日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也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知心朋
友。对它深深的敬意，仅有感谢是远
远不够的。这里，我权且借小文表达
对《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的诚挚祝
福，祝福它“与海南共同成长”，将来策
划更多有分量的报道，为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儋州二中湖北籍老师董新明：

《海南日报》是教育工作者的知心朋友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周月光 特约
记者李珂）举行马拉松圣火传递活动，提供饺子等
美食……12月12日，2019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
赛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赛事组委会介绍的筹
备情况、崭新亮点让跑友充满期待。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9海南儋州国际
马拉松赛将于12月 22日在儋州市文化广场鸣
枪起跑，届时将有1.8万余名跑者参赛，共设置
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健康跑 3 个项
目。赛事吸引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希腊、
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精英运
动员参加。

据悉，11月10日，组委会应希腊有关方面邀
请，赴希腊马拉松市参加马拉松圣火采集并迎接
马拉松圣火。12月21日，儋州市将举行圣火传递
活动，届时将有各行各业具有马拉松精神的代表
参加传递。

儋州国际马拉松
将举行圣火传递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