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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财经数据中心（海财经）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推
出的新型财经媒体与金融数据服务平台，由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导报》社出资建设，构建海南省级融媒体中心格
局下的重要财经数据科技板块,专注财经、数据、智库等新兴业务。

海财经将着力于“五个一”建设，即“一网一端”为海财经网
端、一报为证券导报、一库为财经数据库、一院为海南自贸大数据
研究院。依托“数据+”，深度探索媒体、智库、数据、交易等业务。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财经诚邀优秀人士加盟。招聘融媒体中
心1人，编辑记者7人、经营中心主管1人。

一、融媒体中心总监1人
岗位职责：
1. 统筹采编工作，对海财经内容负责，把控内容质量，提升海

财经平台的影响力、传播力；
2. 负责重大选题策划，并监督、指导选题执行情况；
3. 负责内容团队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相关采编制度；
4. 支持运营岗位，协助完成年度考核目标；
5. 完成总编辑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要求：
1. 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

五年以上媒体行业工作经验；
2. 具有团队管理经验，能够带领团队完成重大选题策划、采

访报道工作；
3. 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财经知识，熟悉金融、证券、产经等

财经领域，通过经济、银行、证券、基金专业考试者优先；
4. 熟悉新媒体平台编辑与发布，有丰富的音视频内容生产经

验、敏锐的内容判断力、极强的业务规划能力；
5.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富有责任心、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意

识，擅于沟通，能培养及管理高效团队。
二、财经记者4人（含首席记者）
岗位职责：
1. 策划选题，采写财经新闻，聚焦宏观经济、行业经济、证券、

金融等领域进行报道；
2. 追踪财经热点，剖析上市公司财报，策划与撰写财经类深

度图文内容；
3. 协助团队完成其他的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中文、新闻、经济相关专业；

2. 热爱新闻事业，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度、扎实的文字功底，
有独立操作选题及较强的采访能力；

3. 具有经济类领域相关报道经验者优先。
三、编辑3人
岗位职责：
1. 负责海财经平台的内容建设，审核、编辑与发布，把控内容

质量；
2. 负责建设、规划、运营网端微多平台，提升平台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
3. 制定内容生产计划，统筹组织研判财经信息，迅速进行收

集、分析并加工；
4. 拓展外部内容合作渠道，组织、发起相关活动，提升品牌知

名度。
任职要求：
1. 本科或以上学历，新闻、中文、经济类专业，有良好的政治

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有媒体从业工作经验；
2. 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财经知识，思维敏捷、有逻辑性；
3. 熟悉新媒体平台编辑与发布、视频编辑相关软件。
四、经营中心主管1人
岗位职责：
1. 根据海财经市场战略与销售目标，制订销售策略与规划，

并组织实施；
2. 负责政企客户的开发工作,把握客户需求并提出解决方

案，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3. 负责经营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任职要求：
1.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三年或以上营销工作经验；
2.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敢于接受挑战，具备优秀的抗压能力，

适应高强度工作；
3. 具有良好的组织、策划、沟通与协调能力。
五、报名方式
截止时间2021年9月15日，请将个人简历和相关证书、证

件、作品等发邮件至zhengquandaobao@163.com(邮件主题及
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联系人：刘先生，联
系电话：0898-66810871。

六、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复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聘用。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财经招聘启事

海南银行总部大楼项目
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银行总部大楼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
区CBD地块，用地含JDQB-C03-(01、02、03、04、05)、JDQB-
C03-（11、12、14）两个地块。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
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
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
给予地上计容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励面积共计1317.14平方
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28日至2021年9月
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
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
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28日

北辰海口西海岸项目二期B7102地块A、B区项目位于海口市
西海岸南片区B7102地块。A、B区项目分别于2019年8月、2020
年 9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将A区绿地面积调整为
9643.02m2；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
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现拟对B区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部分
进行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46770.33m2，计容建筑面积
31614.23m2，装配式奖励面积734.65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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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6日至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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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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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北辰海口西海岸项目二期B7102地块A区规划
变更、B区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规划公示启事

据新华社东京9月5日电（记者赵
建通 胡佳丽 董意行）五彩斑斓的烟花
点亮夜空，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灯光璀
璨，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
会5日晚在这里闭幕。中国代表团以
96金60银51铜、共207枚奖牌的成绩
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在 5日的马拉松项目上，李朝燕
以2小时25分 50秒打破残奥会纪录
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 T46 级冠

军。在 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上，他也
是这一级别马拉松比赛的金牌得
主。在男子马拉松 T54 级别的比赛
中，中国轮椅竞速运动员章勇以1小
时 24分 22秒夺得银牌，刷新个人最
好成绩。

在女子坐式排球的比赛中，中国队
以大比分1：3惜败于美国队，获得银牌。

在羽毛球女子单打SL4级决赛中，
程和芳2：1战胜印尼选手，获得金牌。

男双WH级决赛中，麦建朋/屈子墨直
落两局战胜韩国组合，拿下冠军的同时
也将中国军团在本届残奥会上的金牌
总数锁定在了96枚。

至此，东京残奥会所有比赛结束。
中国代表团最终以96金60银51铜、共
207枚奖牌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奖牌榜
双第一。英国、美国代表团分别以41
金38银45铜、37金36银31铜位列金
牌榜第二、三位。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16届残奥会上，全团同志团

结一心，残疾人运动员自强拼搏，取得
96 枚金牌、60 枚银牌、51 枚铜牌的优
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新的荣
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
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在本届残奥会上，你们牢记党和
人民嘱托，发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
精神，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
带来的严峻挑战，勇于超越、奋勇争
先，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充分展示了新
时代我国残疾人运动员挑战极限、锐
意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生动体
现了我国残疾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你

们的精彩表现为广大残疾人树立了榜
样，为残奥事业增了彩，为祖国争了
光。你们的优异成绩进一步激发了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
注入了精神力量。祖国和人民为你们
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前，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荣传
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鼓舞和激励
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勇
于面对挑战，积极康复健身，更好融入

社会，做生活的强者，书写精彩人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盼着你们平安顺利
归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年9月5日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致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东京残奥会闭幕

中国残奥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榜双第一

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张雪梅（前）进入闭幕式会场。 新华社发9月5日，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是闭幕式上的焰火表演。 新华社发

十九届中央
第七轮巡视完成反馈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根据党中央部
署，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
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
各中央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9月2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十
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会议传
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第七轮巡视
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巡视发现
的共性问题，对巡视反馈和整改工作进行集中
部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杨晓渡出席会议并讲话。

9月2日至4日，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
教育部和31所中管高校进行了“一对一”反
馈。根据中央巡视工作安排，各中央巡视组
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视发现
的重要问题，并向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

反馈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领
域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教育部党组和中管高
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得到明显提升，办
学治校工作取得新成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反馈也指出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有
的加强政治建设有不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够到位，对新时代教
育工作规律把握不够精准；有的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有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薄弱，校风学风
建设有短板，师德师风建设有待加强；有的执行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不足，党委主动担当作
为不够，在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
带队伍、保落实等职责上存在差距；有的做好新
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有不足，不同程度存在风险隐
患；有的深化从严管党治校有不足，责任压力传导
还不到底，对一些下属单位问题反映较多，科研、
基建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有发生，校办企业、
合作办学、附属医院等领域廉洁风险比较突出。

在反馈现场，各中央巡视组传达了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巡视整改的工作要
求，强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要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
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巡视情
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政治
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国之大者”对
教育工作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全
面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
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