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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健儿骄傲

10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参与国庆观
礼的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
惊喜地发现，中国女排乘坐“祖国万岁”
彩车亮相国庆游行队伍。他激动地举起手
机，远远地和花车合影留念。

“女排姑娘们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上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贺礼！”吴昊称赞道，

“女排代表着中国人拼搏奋进的精神，女排
的胜利也是这种中国精神的胜利。”

“中国女排冠军！中华儿女骄傲！”9月
28日，非洲环球广域传媒集团总裁南庚戌
在微信朋友圈中记录下对女排夺冠的兴奋
之情。

谈起刚刚闭幕的世界军运会，南庚戌
同样深有感触。“一些非洲朋友观看军运会
的开闭幕式及比赛后，对中国政府和社会
高度重视体育运动感到惊讶。在他们的传
统印象中，中国政府可能更重视经济发
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侨胞和当地民
众通过关注中国运动员和赛事，加深了对
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南庚戌说。

“军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改革强
军后的全新风貌，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
展的重要体现。”吴昊说。

在瑞典生活、工作多年的 《北欧时
报》 副总编辑庞其铭，兴致勃勃地和记者
聊起不久前结束的 2019 瑞典乒乓球公开
赛。“在今年的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包揽
了全部五项冠军。”庞其铭说，“对在瑞华
侨华人来说，每年的瑞典乒乓球公开赛都

是一件备受瞩目的盛事。中国国家队派出
一流选手参赛，战绩辉煌，太提气了！许
多华人或瑞典当地的小观众特意准备乒乓
球拍，请中国运动员签名。”

国运兴则体育兴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这是受访侨胞们的共同感受。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体育也在强起
来。”吴昊说，“新中国成立前，世界体育
舞台上很难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人一
度被称为‘东亚病夫’。2008年，我有幸在
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五星
红旗徐徐升起来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
眼泪。百年奥运圆梦，我真切感受到中国
已经是一个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了。没有
综合国力的提升，没有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就不会有体育事业的繁荣。”

巴拿马中国文化中心负责人张雪云有
着同样深刻的奥运记忆。“北京奥运会开幕
那天，我在巴拿马中国文化中心和侨胞朋
友们一起收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
时，我们还赠送了大量的五星红旗，让侨
胞们为中国健儿加油呐喊。”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不仅仅是靠
经济实力。在体育等人文领域，中国同样
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海外华侨华
人带来自信。”南庚戌说，“如今，乒乓球
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海外华人群体及当
地民众中受到欢迎，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
了重要平台。”

助力中外体育交流

国庆观礼活动后，吴昊来到河北张家
口参观考察。2022 年冬奥会场馆和相关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正有序进行，让吴昊对 3
年后的冬奥会充满期待。“俄罗斯索契曾举
办 2014 年冬奥会。我愿意为中俄就冬奥会
筹备工作开展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期待北京
和张家口为世界展现‘不一样的冬奥会’。”

“在崇礼滑雪场等冬奥会施工现场，我
看到了‘冬奥速度’，提前感受到冬奥会带
给中国的热情。相信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
定会是一场成功的体育盛事。”近日也前往
张家口考察的张雪云说。

说起奥运，南庚戌对十多年前自己发
起组织的“龙行天下耀中华”远征车队活
动记忆犹新。“活动以‘贺奥运、促统一’
为主题，车队从南非好望角出发，历时 3
个多月，行程 4 万公里，跨越非、欧、亚

三大洲近 20个国家，顺利抵达北京。我们
沿途举行了 50 多场宣传奥运和‘反独促
统’活动，征集了 10万签名。活动充分体
现了海外华侨华人喜迎奥运、坚决守护奥
运圣火的决心和热情。”南庚戌说，“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会继续利用
旗下媒体平台，宣传好奥运精神。”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庞其铭习惯用
手中的镜头记录中国运动员的飒爽英姿。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到北欧国家
参与冰雪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华侨华
人也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冰雪运动中。
相信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会进一步带
动国内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庞其铭说，

“我会拍下更多中国运动员及华侨华人在体
育比赛中的精彩照片，期待冰雪运动成为中
国和北欧国家加强交流的纽带。”

上图：2008 年 4 月，澳大利亚华侨华
人在堪培拉为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加油。

新华社记者 戚 恒摄 （资料图片）

10月 27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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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33枚
金牌、239枚奖牌的成绩，高居本
届军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从中国女排世界杯 11 连
胜，到中国代表团创下世界军

运会金牌和奖牌纪录，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时，中国运动
员在赛场上佳绩频传，让海外
华侨华人备感振奋。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多位侨胞深情
讲述自己和中国体育的不解之
缘，分享心潮澎湃的自豪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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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华总商会赴贵州考察

近日，欧洲中华总商会贵州访问团在贵州开展
投资考察，以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共创经贸
交流合作平台。访问团一行围绕现代服务业、大数
据电子信息、产业园区运营管理等产业考察了贵阳
多地，并考察了遵义、安顺等地。

访问团成员纷纷表示，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很快，取得了
许多成绩，“云上贵州”名副其实。

第九届中原根亲文化节开幕

10月26日，第九届中原 （固始） 根亲文化节在
河南固始根亲文化公园开幕。当日，来自福建、台
湾、香港等地的商界代表与海内外各姓氏宗亲代表
等共2500余人在固始寻根问祖。

文化节期间，姓氏源流文化族谱展、固闽台书
画艺术联合展览、根亲文化民众文艺展演和“天下
固始人”成就展等活动举行。始于 2009年的固始根
亲文化节，至今已连续举办9届。本届文化节由中国
侨联指导，河南省侨联主办。

泰国华裔青少年嘉峪关“寻根”

日前，由中国侨联主办、甘肃省侨联承办的
2019 年“中国寻根之旅”秋令营——甘肃丝绸古道
营走进嘉峪关，40位泰国华裔青少年们除了体验当
地文化外，还走进该市酒钢三中，深入了解中国校
园文化、体验中国学生学习生活。据介绍，此次华
裔青少年们和酒钢三中的学子们牵手“寻根”，一起
畅聊互动，进行太极、歌曲表演等精彩的才艺展
示，在有限的时间内搭建起友谊之桥。

（来源：中新网）

图为中泰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钟 欣摄图为中泰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钟 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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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条件

本次招聘面向国内外，无国籍及身份限制，欢迎国内外人才踊跃报

名。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基本资格条件：

（一）遵纪守法，诚信廉洁，勤勉敬业，积极进取，勇于担当，职业素养高；

（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岗位有特别要求的除外，留学归国

人员需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有一定年

限的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三）具有全球化、国际化视野，有较强的改革创新能力，有良好的口

头表达、沟通协调及综合分析能力，服务意识强；

（四）有良好的履职记录，工作业绩突出；

（五）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岗位有特别要求的除外）；

（六）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七）工作岗位有专业任职资格要求的，应具备国家相关行业管理部

门要求的任职资格。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接受报名：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受过纪律处分的；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

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年龄及工作年限计算均截止至2019年10月30日。

三、报名

（一）报名方法及时间

本次招聘实行网上报名，请应聘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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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邮箱：hjdbzhk@163.com（请按“应聘 XX 岗位+姓名”为邮件标

题，例如“应聘党政办公室主任+张三”）

咨询时间：8:30—12:00，14:30—17:00

咨询电话：0898-66255950，66255953

（二）报名资料

1.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岗位的报名表。

2.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职（执）业资

格证、任职文件及奖惩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扫描件，其中在国外获得

学历学位证书的，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证明。

四、招聘流程

本次招聘将按照网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心理在线测评、考

察、体检、录用等流程进行。

（一）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于2019年11月15日至11月19日进行

（二）笔试安排

笔试将于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举行，以专业能力测试为主。经

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招聘职位的比例不低于5∶1方可进行考试，未达到比

例，相应减少招聘计划人数。如招聘计划人数减少到 1 名仍达不到 5∶1

的，取消该职位考试。经资格审查进入笔试的人员名单、笔试时间和地点

将于2019年11月19日21：00前在“海口江东发布”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并

通过“短信+电话”形式通知。

（三）面试安排

面试将于2019年11月24日（星期日）举行。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按照参加面试人数与招聘职位数3∶1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入围

面试的人员名单、面试时间和地点将于 2019年 11月 23日 21：00前在“海

口江东发布”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并通过“短信+电话”形式通知。

五、录用及待遇

凡参加面试且工作地在海口市外的人员，将给予差旅补贴（交通费用

和住宿费用，其中交通费用凭票据实报实销，住宿费用不超过350元/天），

原则上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人。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的用人制度，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录用人员执行3个月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正式聘任相

应岗位，其试用期起始时间确定为本人上岗时间；考核不合格的，结合具

体情况进行调整或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招聘职位没有合适人选的，取

消该职位的公开招聘。

薪酬待遇参照海口市公务员3倍及以上薪酬发放，并按相关政策足额

缴纳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住房

公积金）。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可以申请享受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

补贴、购车及子女入学等待遇。

六、注意事项

1.请如实提供应聘资料，我们对应聘信息及提交的应聘资料严格保

密。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或录用资格。

2.请确保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无误，以便我们能及时与您联系。

3.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从未举办或委托举办任何考试辅导培训课程，

也从未指定任何参考用书和资料。招聘过程中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不收

取任何费用。

4.想了解更多招聘信息及动态，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口江东发布”。

5.本次招聘的最终解释权归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所有。

招聘岗位名称、职责、条件及报名表，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口江东发

布”或登录中国海口政府门户网http://www.haikou.gov.cn/下载和查询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19年10月30日

规划建设江东新区是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
大举措。按照规划，海口江东新区将努力打造成为全面深化改革
试验区的创新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展示区、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体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的示范区。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实行“法定机构+市场运作”的治理服务
模式，负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招商引资和制度创新
等，加挂海口临空经济区管理局，实行一体化运作。

按照中共海口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海口江东新区管理
局现决定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多个岗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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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岗位（35人）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