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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 通讯员 陈炜森 田和新冤
10月 30日袁全省公安机关 70周年大
庆安保维稳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海口
召开遥
会议通报了受公安部表彰的 2个

集体一等功尧2 个表现突出集体和 5
名表现突出个人情况袁 宣读了表彰命
令袁隆重表彰了在 70周年大庆安保维
稳中做出突出成绩的 34个先进集体
和 193名先进个人袁 为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遥

今年 7月至 10月 8日袁全省公安
机关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关于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的部
署袁 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尧 保安
全尧 护稳定工作袁 刑事案件发案下降
16.2%渊今年全年下降 7.8%袁未发生恶
性案件冤袁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20个袁破
获刑事案件 310起袁 抓获犯罪嫌疑人
523名曰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78
起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851人袁同比上升
3.1倍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580起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符雄助冤 10月 30日袁商报记者从省旅
文厅获悉袁2019渊第五届冤海南国际旅游美
食博览会将与欢乐节同期开幕袁于11月22
日-25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遥
据介绍袁本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

会以野吹响世界美食集结号冶为口号袁会场
面积达 25000平方米袁共设 1000个展位袁
展馆划分为 22大展区尧2馆 2街袁涵盖国
际国内以及省内各市县数千种美食产品遥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以旅游美食为主

题的大型展会袁今年的博览会将呈现以下
四个新变化院一是商品种类多袁覆盖面广袁
呈现国际化尧品质化特点遥 本届美食博览
会将吸引包括日本尧印尼尧意大利尧俄罗斯
等十余个国家的参展商遥二是举办高规格
的高峰论坛袁云集行业大咖遥 三是线上线
下联动宣传袁全方位展现美食风采遥 本届
美食博览会将在网上同期举办 野2019年
渊第一届冤海南网上旅游美食博览会冶遥 四
是引进 野淘宝造物节冶袁 全方位展现信息
化尧科技化时代餐饮行业最新发展成果遥

本次招聘将按照网上报名尧 资格审查尧
笔试尧面试尧心理在线测评尧考察尧体检尧录用
等流程进行遥

资格审查于 2019年 11月 15日至 11月
19日进行遥 笔试将于 2019年 11月 23日(星
期六)举行袁以专业能力测试为主遥 面试将于
2019年 11月 24日(星期日)举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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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世界休博会与欢乐节同期开幕

六大亮点精彩纷呈 助力旅游消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面向全球公开招聘 35人

3倍公务员工资，面试可报销差旅费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10
月 30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口市人大常委会获悉袁为了
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尧科学化水平袁使地
方立法充分反映民意袁更好地引领和推动海口市全
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曳叶海口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曳 等规定袁
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2020年立
法计划的项目建议遥
关注海口市地方立法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袁可

围绕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需要袁 结合当前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袁就
城乡建设与管理尧环境保护尧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
急需地方立法规范的事项袁向海口市人大法制委提
出立法项目建议遥提出的立法项目建议应明确拟制

定尧修改或者废止的地方性法规名称尧理由依据以
及必要性尧可行性等袁并注明建议人姓名和联系方
式遥 有法规草案初稿和参考资料的袁请一并提交遥

欢迎社会各界以信函尧传真尧电子邮件等方式
积极参与并提出立法项目建议遥立法项目建议征集
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1月 28日遥

海口面向全市公开征集
2020年立法计划项目建议

地址院海口市长滨路海口行政中心 9号楼
邮编院570135
电子邮箱院hkrdfgw@163.com
电话院68722157袁68723499渊传真冤
海口市人大网站院http://spcsc.haikou.gov.cn

我省召开70周年大庆
安保维稳工作表彰大会

34个先进集体
193人受表彰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开始招人袁你
要来报名吗钥 10月 30日袁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发布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公告袁招
聘 35人遥 这些引进人才将负责江东新区
开发建设尧运营管理尧招商引资和制度创
新等工作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实行 野法定机
构+市场运作冶的治理服务模式袁负责江东
新区开发建设尧运营管理尧招商引资和制
度创新等袁 加挂海口临空经济区管理局袁
实行一体化运作遥
据了解袁薪酬待遇参照海口市公务员

3倍及以上薪酬发放袁并按相关政策足额
缴纳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尧医疗保险尧失业
保险尧生育保险尧工伤保险尧住房公积金)遥
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可申请享受人才住
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贴尧购车补贴及子女
入学等待遇遥
为充分方便来应聘的人才袁对凡参加

面试且工作地在海口市外的人员袁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将给予每人不超过 3000元
人民币的差旅补贴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2019年渊第四届冤海南世界休博会渊以下简
称野休博会冶冤将和欢乐节同期开幕袁于 11月 22日-24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遥 休博会作
为 2019年渊第二十届冤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 14项主体活动之一袁是海南重点打造的国际
性旅游综合展袁由省旅文厅和海口市政府共同主办袁以野打造专业休闲旅游展尧开创休闲海南新
发展冶为主题袁向全球推介海南休闲旅游资源袁让各界到海南分享休闲旅游产业新趋势新成果遥

打造世界一流的休闲旅游盛会

据了解袁本届休博会将以会奖
旅游为主线袁融合休闲度假尧医疗
康养尧文化旅游尧节庆旅游尧教育休
闲旅游尧体育休闲旅游尧旅拍尧智慧
旅游尧海洋旅游尧旅游装备等休闲
旅游内容袁以打造世界一流的野交
易+展销+游+娱+购冶 为一体的休
闲旅游盛会为目标遥
组委会表示袁在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大背景下袁本届休博

会将会带来更多尧更新尧更全面的
符合市场需求尧引领现代休闲度假
旅游消费潮流的新产品尧新品牌和
展示推介等袁使之成为汇聚全球顶
级休闲旅游资源的专业盛会遥 同
时袁搭建起海南与国内外休闲度假
目的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袁提升海
南休闲旅游国际影响力袁推动海南
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袁进一步释放休
闲旅游消费潜力遥

据介绍袁本届休博会总展览面
积将达 2万平方米袁将分别设置海
南休闲旅游展示馆尧中外休闲旅游
展示馆等主题展示区域遥展会将以
更全面的目的地形象展示尧多元化
的社交活动以及体验式的旅游卖
场等多重场景呈现为突破点袁更好
地向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及市民游
客展现休闲旅游新业态新产品遥

亮点 1院多渠道邀约袁专业买
家齐聚海南遥本届休博会计划邀请
200名国内外专业买家袁特别是会
奖旅游业买家遥 在休博会举办期
间袁还将同时举办入境国际旅游交
易会暨买卖家专业洽谈会遥

亮点 2院展销相结合袁让旅游
更惠民遥本届休博会将分为海南休
闲旅游展示展区尧中外休闲旅游展
区尧 休闲旅游业态展区等几大区
域袁 参展内容除传统的旅游线路尧
旅游装备尧旅游景区等袁还包括自
驾旅游用品尧 旅游户外用品等袁为

观展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展示国
际最新休闲旅游潮流的大平台遥

亮点 3院大咖云集袁一站看尽
野世界旅游风采冶遥本届休博会预计
将有来自 30余个国家和地区尧国
内 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展商及买
家参展袁覆盖范围广尧维度大遥

亮点 4院文旅融合袁搭建交流
共享新平台遥本届休博会将现场举
办文艺演出尧非遗展示尧文创 IP展
示等海南民俗文化活动袁为不同国
家和地区搭建文化交流平台遥

亮点 5院定向运动赛袁打造野文

化+体育+旅游冶名片遥 本届休博会
将引进野国际定向运动旅游周冶袁举
办定向运动赛事袁 融观展逛展尧休
闲娱乐与体育竞技为一体袁打造海
南野文化+体育+旅游冶品牌名片遥

亮点 6院 海内外媒体矩阵袁全
球聚焦休博会遥本届休博会全媒体
中心将融合强大的海内外媒体矩
阵袁联合英国尧德国尧美国尧日本尧
新加坡尧 意大利等海南免签国家
与世界级会展大国媒体联盟袁打
造全时段尧受众宽尧立体化信息传
播的野媒立方冶遥

呈现六大亮点 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11月22日开幕

吹响世界美食集结号

本次招聘实行网上报名袁 应聘者请于
2019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3日 17:00前将
报名资料发送至指定邮箱进行报名袁逾期不
予受理遥
报名邮箱院hjdbzhk@163.com(请按野应聘 XX
岗位+姓名冶为邮件标题袁例如野应聘党政办
公室主任+张三冶)
咨询时间院8:30耀12:00 14:30耀17:00
咨询电话院0898-66255950

0898-66255953(王先生袁易女士)

招聘岗位（35人）
序号 部门 岗位名称 招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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