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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B07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面向社会招聘融媒技术人
才，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二）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选拔。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3.

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4.身心健康，具有
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

类刑事处罚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
期限未满的；4.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于试用期内或未满最低服务
年限的；5.失信被执行人；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信息安全总监岗位长期有效。大数据应用工程

师、应用系统维护两个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7日。
（二）报名要求
1.每位应聘人员只能应聘一个岗位。
2.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

(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文件名均按“应聘岗位+姓名+
毕业院校”的格式命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
送至报名邮箱。

3.招聘邮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

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合应聘条
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
笔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开展。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并
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录
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
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
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及空

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
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薪酬待遇：面谈。
六、联系方式：宋先生 0898-668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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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高级
职称或相对应职业资格，相关专业经历8年以上经验。
熟悉Unix、Windows的攻击与防范安全技术知识,掌
握WEB安全渗透技能，对WEB漏洞有较强发现能力，
熟悉网络安全、数据仓库、系统环境开发领域。
信息系统、计算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以
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的BI相关项目经验,、熟悉数据
仓库基本原理，熟练掌握 java，具有 hadoop 或者
spark的开发经验，熟悉Linux系统，能在Linux系统
环境下完成开发，有媒体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信息系统、计算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
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985、211院校毕业生优
先，熟练掌握多媒体、H5等技能。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鸿洲江山G4、G5、
H地块（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属《海

口市灵山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50地块范围。项目于2017年6月
通过规划许可，批建95栋地上2-3层/地下1层低层独栋式住宅，建筑面
积地上17076.53m2，地下10371.36m2。现建设单位申请户型及部分面
积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
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鸿洲江山G4、G5、
H地块（一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属

《海口市灵山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48地块范围。项目于2017
年6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户型及部分面积调整。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19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严正声明
因公司相关合作方未履行合同义务影响，寅鼎公司目前

出现严重债务危机，包括大量农民工上访闹事，多家金融机构
已到执行财产阶段，海口农商银行是寅鼎最大债权人也已起
诉寅鼎。公司官司缠身，社会负面影响正在蔓延，公司信誉和
正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近期发现有人在公司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图采
用虚假的公示材料骗取工商进行法人代表变更，意在恶意转
移变卖公司资产。严重侵犯了海南寅鼎公司的利益和涉嫌处
置抵押财产。签于如此，为维护海南寅鼎公司合法权益，确保
资产不被流失，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严正声明如下：

一、寅鼎公司继续正常经营，庄志勇先生是海南美信实业
有限公司授权的经营管理人；

二、寅鼎公司印章、营业执照及所有相关文件均保存在公
司，没有遗失；

三、在未妥善处理债权债务纠纷期间，公司维持现状，确
保经营团队正常经营和资产不被变卖流失,预防虚假债权侵
犯公司利益从2019年9月1日起未经经营管理人庄志勇签字
的文件公司不予认可；

四、再度提醒非法者，停止采取非法和欺骗手段造成寅鼎
公司经济损失、增加社会负面影响和侵犯财产安全，公司将坚决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和原股东切身利益，维护合同的严肃性；

五、公司保留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同尊严并追究违约者
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8日

第三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拟获奖作品公示
南海文艺奖是经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

全省文学艺术界综合性文艺奖项。旨在通过评选表彰文学、戏剧、
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民间文艺、文艺理论评论
等优秀作品和授予终身成就奖，充分激发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
创新创造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艺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高质
量的精品佳作，推动海南文艺事业更加繁荣发展。海南省南海文
艺奖评审委员会根据《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章程》和《第三届海
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实施方案》，认真严密地组织评审工作。初
评、复评两轮专家评选出各艺术门类的入选作品，经第三届海南省
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终审通过。现将各文艺门类拟获奖作品及
终身成就奖拟获奖文艺家公示如下：

【文学类】
1.小说集《今生盛宴》 作者：符浩勇
2.长篇小说《神钓》 作者：张品成
3.散文诗集《山海间》 作者：陈波来
4.小说集《渔头的两个徒弟》 作者：李焕才
5.散文集《黎山是家》 作者：高照清
6.诗集《太阳风》 作者：李孟伦
【戏剧类】
1.大型原创历史传奇琼剧《冼夫人》申报单位：海南省琼剧院
2.现代琼剧《圆梦》申报单位：海南省琼剧院
3.大型原创历史琼剧《红树林》申报单位：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4.大型原创现代革命琼剧《母瑞红云》申报单位：海南省定安

县琼剧团
5.大型原创音乐剧《更路传奇》申报单位：三亚学院音乐学院
6.大型原创音乐剧《我们这一代》申报单位：海南大学音乐与

舞蹈学院

【音乐类】
1.器乐作品《海南风格钢琴曲集》作者：赵晓辰
2.声乐作品《海风》词曲作者：冯磊
3.声乐作品《为你而来》词作者：刘海 曲作者：蔡先民
4.声乐作品《海口故事》词作者：糯糯 曲作者：符禹迅
5.声乐作品《黎族彩环舞》词作者：梁伟琪、帅翰超 曲作者：周毅
6.声乐作品《临高曲》词作者：唐跃生 曲作者：方石
【舞蹈】
1.《庄严的誓言》作者：王海洋
2.《下南洋》作者：颜业岸
3.《陶魂》作者：范莹 陈芬
【美术类】
1.国画《海南·花鸟序》作者：卢向玲 《回望南园》作者：杨彬
2.油画《生活印象-此处有些静》作者：李新赞
3.版画《等-渔归》 作者：郭红雨
4.色粉《休渔纪事》 作者：周建宏
5.水彩《南海渔翁》作者：林先动
【书法类】
1.篆书条幅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者：肖春生
2.隶书条幅 自作诗《过五公祠》作者：朱战威
3.行书册页 海南古诗词选抄 作者：唐敏文
4.草书长卷 苏轼《东坡题跋》作者：郑文师
5.草书条幅 录苏轼《九疑吟》作者：李坤朋
6.行书条幅《南山秋蟾》作者：李海滨
【摄影类】
1.《风雨拼搏足球筑梦—琼中女足十三年历程》（组照）
作者：李小岗
2.《繁忙的白马井渔港》作者：孙忠民

3.《绿色琼中富美乡村》（组照）作者：许欢
4.《航天之乡》（组照）作者：符海涛
5.《霸王岭上赏木棉》（组照）作者：魏有存
【曲艺类】
1.少儿快板剧《阿莲》申报单位：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
2.小品《帕勒脱贫记》作者：杨俊峰
3.朗诵《爸爸还在加班》作者：胥慧萍
4.音乐说唱《游文澜》申报单位：临高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5.相声《到底谁傻》作者：王学岭
6.群口相声《这事不赖我》作者：于华、王猛
【民间文艺类】
1.剪纸《琼州大地处处春》作者：林文生
2.木雕《潮起三十年》作者：费登科
3.黎锦《木棉花开》 作者：符现相
4.炭画《母亲》作者：林南海
5.沙画《海之南，山之北》 作者：何素丹
6.椰壳贝艺《椰乡故事》作者：符史琼
【评论类】
1.《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1990年以来当代诗歌的历
史意识》 作者：张伟栋
2.《巨孽传世——近现代中国画大家吴作人》作者：牧之
3.《海岛写作的可能性与文学海军的崛起——海南当代文学

三十年的回顾和前瞻》 作者：汪荣
4.《海南疍家音乐形态整理与传承传播》作者：赵世兰、郭建民
5.《那个年代正当时观舞剧<秋菊传奇>》作者：康可可
6.《粉丝文化与电视剧生产机制的转变》作者：石晓岩
【电视剧类】
《宋耀如·父亲》

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

【电影类】
1.《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
申报单位：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2.《归来是少年》
申报单位：海南省文昌中学

纪录工厂（海南）传媒有限公司
3.《阿婆的槟榔》申报单位：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喜团圆》申报单位：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广播电视类】
1.《潮起海之南》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2.《我在南海种珊瑚》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
3.《寻访三沙绿海龟》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
4.《行者——漂向北冰洋》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
5.《中国诗会 青春三沙”大型诗歌朗诵晚会暨“我为三沙写首

诗”颁奖典礼》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
6.《光荣的追寻——海南省庆祝建党97周年文艺晚会》申报

者：吴婉婷
第三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终身成就奖拟获奖文艺家：云逢鹤

（文学类）、蒙发祯（舞蹈类）
公示期限为7天（自2019年12月18日起至2019年12月24

日），如有异议可向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反映，联系电话：
65332783。

特此公示。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办公室
2019年12月16日

车辆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海口金贸支行拟定十二月下旬

按现状公开竞价处置丰田牌GTM7200E轿车一

辆，车辆登记时间2007年12月。

1、报名条件：已摇号取得海南省购车上牌资格

的单位及个人均可参加。

2、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日起至5个工作日止。

3、联系电话：6615012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金贸支行
2019年12月18日

车辆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秀支行拟

定于2019年12月25日公开处置丰田小轿车1辆

(车架号LVGBH42K17G044871)，望有意购买者前

来竞价（参与处置车辆竞买人须有购买车辆上牌的

资格）。

联系电话：张先生1309898090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秀支行

2019年12月18日

该宗用地在《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中规划用地
性质为乡村建设用地，城乡规划确定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属文昌市东
郊镇东郊村民委员会东联、西联村民小组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权属
清楚、无异议，已列入文昌市2019年度入市计划。供地方式符合国家
试点政策要求和法律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
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
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
请人可于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月15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
月7日8时至2020年1月17日9时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月17日9时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
然资规指〔2019〕62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
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
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
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

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不计利息），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
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土地的处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
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无偿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
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
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
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
件出让，竞买人应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
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意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
险和责任。（五）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拟出让地块
建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
3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
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
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黄女士、李先生、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32855875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出让人

文昌市东郊镇
东郊村民委员
会东联、西联
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7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
滨海旅游快速
干道东侧东联
村地段

面 积

4793.95平方米
（折合7.191亩）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
度≤50%；绿地率≥
20%；建筑限高≤4层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510.5557
(折合106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10.5557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3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壹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