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场信息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招 聘 启 事

《缝纫机乐队》12:40 25元

《空天猎》18:50 30元

10月9日— 12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运河街道双桥村、唐公村、五杭村、杭信
村；乔司街道永西村；塘栖镇宏磻村、塘北
村、邵家坝村、西苑村、超丁村、泰山村、超山
村；崇贤街道鸭兰村、龙旋村；良渚街道良渚

村、石桥村、荀山村；仁和街道平宅村、九龙
村、花园村、三白潭村、永胜村、奉口村；余杭
街道洪桐村、仙宅村、永安村；闲林街道里项
村；中泰街道岑岭村、双联村、泰峰村；仓前

街道连具塘村；瓶窑镇长命村、凤都村、塘埠
村、张堰村、大观山村；径山镇双溪村、潘板
桥村、求是村、长乐村、漕桥村、麻车头村、西
山村；鸬鸟镇太公堂村、仙佰坑村、雅城村；

黄湖镇王位山村、虎山村、青波村；百丈镇石
竹园村、百丈村、泗溪村

根据《余杭区美丽乡村专项行动实施细
则》和《余杭区美丽乡村建设竞争性申报创
建实施方案》，我区新一轮美丽乡村建设实
行竞争性申报制，采取自主申报、竞争建设
方式确定创建村名单。申报创建村应符合
以下基本条件：一是村班子战斗力强，群众
支持参与创建积极性高；二是村容环境整洁

有序，无暴露垃圾、垃圾河和黑臭水体；三是
田园环境清洁，各类设施管控到位；四是村
内基本无违法建筑，达到无违建创建要求；
五是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化资源
化处理；六是无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消防安
全隐患；七是村干部签订廉政承诺书。

前一时期，我办组织开展了第二批美丽

乡村创建申报工作，在村级申报基础上，通
过开展资格审查、部门联审、现场核查和组
织评审答辩等程序，综合评估各申报村前期
工作、群众发动、创建方案及现状基础条件
等情况，经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同意，拟确定全区第二批美丽乡村精品村
创建村 52个（名单附后）。现将名单予以公

示，公示期三天，即2017年10月11日—2017
年10 月13日。如对名单有异议且相关村存
在不符合申报创建条件情形的，公示期间请
向余杭区农办（农业局）城乡统筹科反映。
联系电话：86225663。
余杭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0月12日

关于余杭区第二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名单的公示

余杭区第二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名单（共52个）

中信银行与麦当劳（中国）开展业内首单生态金融项目
9月 30日，中信银行与麦当劳（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当劳（中国）”）签署交易
银行业务合作协议，计划依托“生态金融云平
台”，联合中信云网和九恒星等优质合作伙
伴，为客户提供以多银行资金管理为主体，囊
括资金结算和贸易融资、企业金融服务和员
工私人银行、内部财务管理和产业链金融等
内容的生态金融综合金融服务。

这是中信银行今年5月在交易银行合作
伙伴大会上正式提出“生态金融”理念并推出

“生态金融云平台”以来，在业内首单落地的
“生态金融”项目，是中信银行探索交易银行
前沿和践行生态金融理念的丰硕成果，在行
业内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

自1993年麦当劳（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就是麦当劳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已有
2,200余家餐厅，超过100,000名员工，成为麦
当劳全球第三大市场。随着业务不断壮大，
遍布全国、数量众多的门店给麦当劳（中国）

的资金管理和财务运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麦当劳（中国）在多年业务发展过程中，陆续
在全国各地的多家银行开立了庞杂的账户体
系和分散的网银系统，采用较为传统的财务
管理手段，财务人员操作流程繁琐，内部沟通
成本和管理效率受到极大制肘。这导致客户
多银行账户缺乏统一监管、总部资金管控不
强、财务预算无法控制、资金利用率低等问题
突出。随着业务规模日益壮大，现有资金管
理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精细化财务统筹管理
的需求。

中信银行针对客户精细化财务管理的需
求，运用“生态金融”的服务方式，在使用交易
银行业务体系对接客户主体需求的基础上，
通过卖方整合，充分发挥外部合作伙伴的金
融科技优势，达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目
的。一方面开展中信集团内部协同，依托中
信云网将客户的财务管理业务流程和数据部
署到云端，提供系统搭建和安全服务；另一方

面整合合作伙伴资源，联合九恒星开展多银
行资金管理方案设计、实施与售后服务。

此次签约后，中信银行可通过三方协同，
依托“生态金融云平台”，联合合作伙伴为客
户建立涵盖所有门店、所有跨行账户的统一
资金管理平台，集成账户管理、付款管理、资
金归集、投融资、应收账款管理、法人账户透
支、银行票据池、资金计划等服务。搭建统一
的客户财务操作界面，配合移动APP端，使集
团内部资金流动更高效，财务监控更便捷，资
金运作更合理。此外，交易银行服务打开了
合作局面，后续还将配合开展门店全付通收
单、员工个人按揭贷款、员工“全球签证直通
车”、高管私人银行服务等综合金融服务。

作为国内交易银行业务创新的先行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信银行就开始了交易
银行业务的探索，在国内同业中最早提出交
易银行业务概念和产品体系，客户遍布行业
翘楚，集团现金管理、电子票据、B2B电子商

务服务、货币市场基金托管等业务均开创了
业界先河。2015年在国内首家推出的交易
银行专属品牌“交易+”，2016年首次推出“生
态金融”理念。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实业”的
独有资源，立足企业交易行为和整体交易链
条，提供“全流程、多渠道、一站式、智能化”的
交易银行服务。

麦当劳（中国）生态金融项目是对“生态
金融”理念的首次成功实践，构建交易银行生
态圈，通过分工合作实现彼此赋能的经营理
念，对于交易银行行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
意义。中信银行近年提出了“建设最佳综合
融资服务银行”的战略，“交易+”品牌和“生态
金融”理念是对这一战略的落地，体现了回归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未来，中信
银行将沿着电子化、线上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方向，构建并打造业内领先的交易银行产
品和服务体系。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公告
杭州余杭双旭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万景村29组，
实际生产地址：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华
丰村，法定代表人：罗月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1103228839421，本局在对你
作出余环罚[2017]第 4-50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一案中，因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局余环
罚[2017]第4-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
如下决定：1、责令立即停止搬迁项目的生

产；2、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后，即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凭我局出具的“一般缴款
书”复印件将罚款缴至杭州市余杭区财政
局非税收入结算专户，开户银行：余杭农
村 商 业 银 行 ， 账 号
201000074431680004001，我局将凭“一般
缴款书”副联开具发票。逾期不缴纳，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
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杭州市环境保
护局或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
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法院起诉。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
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
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关于星桥街道汤家社区
锦绣公寓三区安置信息

核对公告
汤家社区锦绣公寓三区各回迁安置户：

兹定于 2017年 10月 12日至 2017年
10月 18日在汤家社区辅助用房，对汤家
社区 3组、6组、10组、11组、12组入住锦
绣公寓三区的回迁安置户进行安置信息
核对。

特此公告
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

2017年10月1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7年 10月 27日

下午 1点 3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3楼余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1 号开标室举行拍卖会（项目编号：
YCQ-2017- 018）

一、拍卖标的：余杭区东湖街道水岸嘉
园 78个地下车位使用权，拍卖起拍价 12万
元/个，拍卖保证金每个2万元。

车位编号：B001-B018、B020-B041、
B043-B080。

特别说明：本次拍卖车位仅面向国资
拍卖东湖街道水岸嘉园剩余房源的业主(含
用房票购房人员)，且每户仅限拍卖 1个车
位。非拍卖水岸嘉园剩余房源的业主不得

参与竞拍，如有不按规定报名的经确认后
将取消参拍资格。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
询、展示，有意竞买者向交易中心银行账户
（户 名 ：杭 州 银 行 余 杭 支 行 ；账 号 ：
79718100501600-0005）交纳保证金后，自
然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房屋所有
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尚未
过户的提供拍卖成交确认书原件及复印
件，和银行出具的保证金递交函至余杭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办理报名，由中心
出具的报名单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并审
核资格。保证金须确保在 2017年 10月 26
日 15时前到达指定帐户。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 10月
26日16时（双休日除外）。

三、拍卖公司咨询地址：杭州市余杭区
临平河南埭路46号永信大楼七楼，联系电
话 ：0571-86245168、13516852773（何）、
13968097729（徐）。

四、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yhggzy.
com.cn（余杭资源交易中心），www.zjpmw.
com（浙江拍卖网）www.hzyxpm.com（永信拍
卖行）

五、监督电话：0571-86224204（市场监
管局）

杭州永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 12 日

由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
建的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四期项目，地
址：未来科技城，由于地下室底板浇捣
需要，申请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 22 时
——2017年 10月 18日 6时（共计 24小
时）内进行夜间施工。现予以公告，如
对公告内容有异议，请在 2017年 10月
13日下午3时前来电。

联系电话：88628023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余杭环境保护监察所

二0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施工通告

2017年10月12日广 告 19

浙江雷博余杭分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余杭区检察院司法

文员（劳务派遣），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招聘岗位：司法文员 1，名额：3名，专业要求：法律类、法学类

专业。

招聘岗位：司法文员2，名额：1名，专业要求：经济学专业。

以上岗位，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其他相关内容

1、报名时间：2017年 10月 1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
30-15:30），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2、报名地点：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三楼（余杭经济开发区超峰

西路1号）。

3、招聘对象及条件、报名方式、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录用等

内容，详见余杭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yuhang.gov.cn。
联系电话：88617105、89183786

附件：《报名表》（在余杭区政府门户网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