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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信息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7月14日——17日
招聘启事

因工作需要，受杭州市余杭区道路运
输管理处委托，由我公司公开招聘运政协
管员6名，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条件等：
1、招聘岗位及人数：运政协管员6名，

其中良渚片区男性 1 名，临平片区男性 4
名，女性1名；

2、招聘条件：余杭区户籍，年龄 35周
岁以下（1982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大专及

以上学历，具有C1（含）以上驾驶证。
二、招聘办法与程序：
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

采取按职位招聘，并按公开报名、资格审
查、笔试、面试、体检等程序组织实施，择
优录用。

1、报名时间：2017年 7月 17日至 7月
25日(双休日除外)，上午9时至下午4时；

2、报名地点：余杭区星桥街道望梅路

388号401办公室
3、报名时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

（户主及本人页）、学历证书、驾驶证及其
它相关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寸免冠近
照1张；

4、咨询电话：0571—86201331，联系
人：沈女士、许女士。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

《大护法》14:25 25元

《悟空传》12:35 18:35 30元

《喵星人》20:25 25元

在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
“2017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兴业银行
排名继续上升，按一级资本排名第 28 位，
较去年提升4位，按总资产排名第30位，较
去年提升 3位，已跻身全球银行 30强。尤
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 50 强银行“成本
收入比”指标排名中，兴业银行高居榜首。

作为全球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
家》杂志推出的“全球银行 1000强排名”已
有约 40年历史，被视为评估全球银行综合
实力的权威标尺。榜单显示，中国银行业
今年再攀“高峰”，共有 126家银行上榜，仅
次于美国，其中前五名中占据三席。

排名数据上升彰显的是兴业银行综合
实力的持续增强。近年来，兴业银行保持
战略定力，主动适应新常态，适变而变，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在绿
色金融、养老金融、金融市场业务等一批特
色优势业务方面再创佳绩，综合实力和市
场地位不断巩固提升。截至 2016年末，该
行总资产突破 6万亿元，达 6.09万亿元，同
比增长 14.85%，继续保持国内股份制银行
首位；实现净利润 538.50 亿元，同比增长

7.26%，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综合金融集团
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子公司合计贡献盈利
28.76亿元，全年各类联动业务合计留存集
团内中间业务收入31亿元。

兴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指标在业内历
来表现抢眼。榜单显示，该行 2016年成本
收入比仅为23.18%，由上年度全球50强银
行排名第二再度跃居今年榜首，凸显在经
济新常态下该行出色的经营效率和成本控
制能力。一方面，该行主动调整优化业务
结构，加快“投资型、结算型、交易型”三型
银行建设，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增长
15.15%，在营业收入中占比提高 2.87 个百
分点到 24.63%。另一方面，加大基础建设
及业务转型投入，推进网点向智能化、小型
化、社区化转变，合理控制成本。数据显
示，兴业银行成本收入比由 2010 年的
32.91%下降至2016年的23.18%，持续保持
国内银行一流水平。

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主要考虑银行
一级资本实力，这是衡量银行大规模借贷
和承受风险冲击能力的重要标尺。在没有
外源一级资本补充情况下，兴业银行以提

高盈利能力、增加内部积累作为提高资本
的重要途径，资本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截
至 2016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
年初的8.43%提高至8.55%，一级资本充足
率由9.19%提高至9.23%，继续保持较强的
风险抵补能力。

与此同时，兴业银行持续推进资本集
约化经营，重点发展“轻资本、轻资产”业
务，2016 年末整体资产的风险权重仅为
62.48%，较 2015年下降 2.21个百分点。其
中，投行业务、资管金融、资产托管、银银平
台、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交易）
业务等业务继续保持同类银行领先地位。

截至 2016年末，该行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承销规模 4079 亿元，连续 5 年蝉
联股份制银行榜首；资产管理业务年末余
额 1.38 万亿元，并逐步由预期收益型产品
转向净值型产品，理财中间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 29.61%；银银平台累计销售金融产品
19223 亿元，结算金额超 3 万亿元；资产托
管规模 9.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30.89%，位
居行业前三甲；金融市场业务尤其是FICC
业务强化做市优势，联动投资债券、资产证

券化等固定收益类产品 436 亿元，同比增
长246%，代客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2437亿
元，同比增长36%，代客贵金属业务成交金
额 2823亿元，同比增长 31%。以“投资型、
结算型、交易型”为主体的轻型化转型之路
初见成效。

在 2016 年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的
基础上，根据集团新一轮五年规划发展要
求，增强转型发展新动力，兴业银行于今年
3月正式启动了新一轮体制机制和组织架
构改革，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实现客户部
门和产品部门相对分离、传统业务和新兴
业务的相对分离，减少管理层级，提高响应
速度和服务效率。

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曾表示，本轮改
革旨在实现业务模式从重资产、重资本向
轻资产、轻资本，从信用中介、资金中介向
信息中介、资本中介，从持有资产向交易管
理资产，从融资向融智，从单个市场向整个
金融市场的转变，通过业务结构、收入结
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持续优化，推动
该行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兴业银行挺进全球银行30强 成本收入比第一

明代旅行达人徐霞客把他的杭州见闻
写进了《徐霞客游记》；意大利背包客马可波
罗遇见了元代的杭州，惊叹杭州是“世界上
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格莱美音乐奖得主英国音乐人伊莫金·
希普迷恋杭州，大老远从英国赶来为杭州写
了一首歌；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为了拍一部
关于杭州的电影《杭州之恋》，生前曾四次来
到杭州，第一次来时，就把镜头对准了馒头
山社区丰富的生活细节……

从古到今，人来人往，杭州总会给人留
下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它不仅是文人墨
客和旅行者眼中的天堂，如今更是一座历史
与现代完美交融、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城市。

杭州是一个如此迷人的多面体。不仅
有秀美明丽的山水，灿烂悠久的人文，更有

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
都、东方品质之城等越来越多元的新坐标和
新名片。

它坐拥西湖和大运河两处世界文化遗
产，聚集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大批创新
企业，将要举办 2022年亚运会。去年，杭州
抓住举办G20峰会的契机，更向世界展示了
杭州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进入“后峰会、前亚运”时期的杭州，正
在加快城市国际化和世界名城建设，进一步
拓展优化发展空间，实现跨江发展向拥江发
展的跨越。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在特色风
貌、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都在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在为持续提升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而努力。

那么，这样一个有着“独特韵味、别样精
彩”的杭州，对你而言，具体意味着什么？

在老杭州徐大伯眼中，杭州保留着很多
老底子的东西，西湖边的山水，青石板的老
街巷，打铁、箍桶的老手艺，这是杭州的韵
味；

在外国小伙大卫眼中，杭州吃饭、购物、
乘车、看病，想得到的事情几乎都能刷手机
搞定，这是杭州的前卫；

在吃货小 V 眼中，杭州四处飘香，西湖
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葱包烩儿，走到哪
里吃到哪里，这是杭州的诱惑。

自古以来，西湖都是杭州的地标景观和
精神依归，历来与西湖相关的无数丰富文本,
也从各个侧面表征了五彩多姿的杭州内
涵。在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

今天，从西湖发散开来的记忆，就是对杭州
最深情的还原。

你和西湖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擦出
过什么样的火花？

欢迎形成隽永的文字，通过我们，让全
世界传看你的西湖记忆。

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外宣办、
杭报集团、杭州文广集团、杭州市文联主办
的“我的西湖记忆”全球征文活动，现正式启
动。

不论你现在身处地球哪一个角落，使用
哪种语言何种体裁，无论你是老杭州、新杭
州人，还是旅人、学人、商人、创业者，只要曾
与杭州有过交集，心有感慨，就可以选取最
令你印象深刻的“西湖记忆”，投出你的文
稿。

杭州正在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
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圆满完成了
G20杭州峰会服务保障任务，向世界呈现了
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开启了加快城
市国际化、建设世界名城的新征程。为给建
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谱写西湖新
篇章，展示杭州新魅力，营造当代杭州的文
化意境，提升杭州文化的美誉度、影响力，推
动杭州城市国际化、现代化新征程。特组织
开展“我的西湖记忆”主题创作征文活动，细
则如下：
主办单位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
中共杭州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征稿范围

面向全国市民游客和海外友人征集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
征稿要求

1、内容要求：系投稿人原创，作者对所
投稿件的著作权及名誉权等相关法律责任
负责；内容健康，文学性强，特色鲜明，书写
以当代西湖为代表的杭州的“独特韵味、别
样精彩”；

2、稿件体裁：分为诗歌和散文故事两类
征集；

3、稿件语言：以中文、英文为主；
4、稿件篇幅：单首诗 50 行内，组诗 100

行内，散文5000字内；

5、附加信息：除稿件正文外，还应包括
作者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码、通信地址、电子
邮箱和本人身份证号码、是否同意出版的说
明(包括同意在都市快报、杭州网和“杭州新
闻”客户端发表刊登和出版作品集，如无说
明视为同意)。
投稿渠道

1、投寄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都
市快报》社“我的西湖记忆”栏目组，邮编：
310003；信封请注明“我的西湖记忆”投稿，
函内请留下作者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

2、电子邮箱：xihujiyi@163.com，邮件主题
栏请注明“西湖记忆+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3、微信：关注都市快报官方微信（微信号：
dskbdskb）并点击下方按钮“西湖征文”投稿。
稿件用途

1、征稿截止后，组委会将邀请组织专
家，分类别对所征集稿件进行统一评审；

2、从征文稿中择优在都市快报、杭州网
和“杭州新闻”客户端上陆续发表作品全文
或节选；

3、从两类征文作品中，分别评选出一等
奖作品 2部、二等奖作品 6部、三等奖作品 9
部、优秀作品奖 20 部。其中，一等奖给予
5000元奖励；二等奖给予 2000元奖励；三等
奖励给予 1000元奖励；优秀作品奖给予 500
元奖励。

4、从征文优秀作品中遴选诗歌散文若
干篇，汇编为《我的西湖记忆》作品集，中英
双语对照出版，结集出版作品的版权归组委
会所有。

“我的西湖记忆”征文组委会

让你的杭州故事传遍世界 让世界因你的作品爱上杭州

“我的西湖记忆”全球征文活动正式启动

““我的西湖记忆我的西湖记忆””全球征文启事全球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