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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仓前街道高桥村陈晓伟户以世居房拆迁安置的公示

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余杭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公寓安置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余政办[2017]38号）等文件规定，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对高桥智能半岛提
升改造项目中拆迁的陈晓伟户进行了初步审核，现拟以世居房政策进行拆迁安置，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4月18日。欢迎监督检查，若有问题，请来人、来电反映，经调查核实后予
以纠正。

举报电话：89165075（区住房保障办） 88610925（仓前街道建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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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村10组徐家里16号
特此公示。

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
2018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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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招 聘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停电预告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4月16日——4月19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西北风云 12:40 25元

湮 灭 18:40 30元
（小学生、学前儿童家长陪同下观看）

2018-04-17 09:30-18:30圣仓H6435线（圣殿开关
站Ⅰ段-仓溢开关站Ⅰ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
道：仓前多层公寓建设工地、仓前建管中心建设工地、地
下空间建设工地、奥克斯置业建设工地、十三幼建设工
地、汪桥港路灯一带；07:20-16:30北棋盘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鸬鸟镇：仙佰坑村沈家堂、仙佰坑村全城坞
村、仙佰坑村元宝头、兴华塑料厂、振兴油脂塑料厂一
带；08:30-17:00田湾G265线柯力达分线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仁和街道：双陈村双陈村西、双陈村计家坝西、双
陈村计家坝西南、双陈村计家坝西南2号、杭州双成实业
有限公司、杭州弘医保健品有限公司、杭州双宏印刷有
限公司、杭州德鸿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
团一带；08:40-17:30小山H715线（小山H7152开关-小
山H715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洪桐村戴
家、洪桐村木桥、鹏城模具厂、洪桐村疗草其、洪桐村革
命大队、洪桐村青龙、洪桐村柏家、全兴塑业厂、洪桐村
方家村、洪桐村吴岐山、永建电管站、永裕电器厂、超裕

通 告
余杭区崇贤新城向阳B-17地块，位于杭州市

余杭区崇贤街道向阳村，四至范围：东至规划崇昌
路；南至规划洋弯路；西至向阳村土地；北至向阳
村土地。现经余杭区人民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
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信、
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18年 4月 23日
前到杭州余杭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综合部登记，
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张国祥
联系电话:89271187

单位：杭州余杭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6日

电讯厂、洪桐村台门、顺达弹簧厂、科导实业厂、超磊塑胶
厂、德裕饰品厂、洪桐村吴家塘东一带；08:00-17:00渔桥
变万陈G289线-石坝G039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
开发区：石坝村5组、杭州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消防训练
基地、宁桥大道2＃路灯一带；08:40-17:00葛家开关站 I段
葛家睦G9141线-G91411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
街道：大井村 4组、葛家车村 9组、葛家车村 1组一带；08:

40-17:00葛家开关站 II段家港G9241线-G92411开关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大井村1组、大井村4组、葛
家车村18组、茜子蝶服饰公司、水务公司大井站一带；07:
40-15:40城田H58023开关—田湾G2650开关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陈厍村、储运路路灯、勾仁大道路灯、
李家斗、行宫塘生活广场、吴家门、上坝儿、上坝儿张家
门、塘家门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86130111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5月份综合招聘会通告
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
台，让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
场所，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定于2018年5月8日上
午 8：40—11：30分举行现场招聘会（超峰西路 1号
区人力资源市场 3楼招聘大厅）。届时，欢迎各社
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到现场招聘和应聘。

请有意参加招聘会的各用人单位积极报名。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杭州就业网的会员单位可直

接网上报名；目前还不是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
请登陆 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自助注册
会员，会员开通后即可网上报名，免费发布日常招
聘信息。

本次招聘会免费提供展位，室内招聘会的招工
简章自带，原则上尺寸统一为长 120CM *高 90CM
（横版KT板）。招聘广告内容应符合劳动法律法
规，内容表述清晰、简明扼要。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新华社利马 4月 14 日电
美国副总统彭斯 14日在秘鲁首
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再
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将
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取

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

国家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
美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
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极大成

功”，打击了叙利亚进行化武攻
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
关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
采取军事打击，彭斯说，“美国确

信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器
袭击”。他说，叙利亚巴沙尔政
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将为
此付出“极大代价”。

4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拜尔宰区，一名摄像记者走过遭袭的科研中心。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的拜尔宰区，一处科研中心成为14日凌晨美英法军事打击叙利亚的目标之一。袭击发生后，记者看到成

片的建筑已沦为废墟，浓烟依旧弥漫，像是一座正在焚烧的大垃圾场……“假如真有化学武器，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站在废墟旁，该
科研中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任赛义德发出这样的质问。 新华社

假如真有化武，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
——来自叙利亚人的追问

美副总统称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国际在线

这是4月13日拍摄的在建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的航站楼内部。
土耳其交通、海事和通信部长艾哈迈德·阿尔斯兰日前对媒体表示，正在

建设中的伊斯坦布尔新机场预计将成为世界新航运中心。 (新华社)

土耳其期待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成为世界新航运中心

新华社平壤4月15日电 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 14日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
部会见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
长、中国艺术团团长宋涛。

金正恩首先转达他对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热烈
欢迎宋涛率中国艺术团来朝鲜参加

“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金正
恩表示，不久前，我对中国进行历
史性访问，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富
有意义的长时间会谈和交流，达成
重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在朝中
友好关系迈向新的更高阶段的重要
时刻，习总书记又派中联部宋涛部
长率高水平、大规模的中国艺术团
来朝，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
落实我们所达成共识的高度重视和
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将竭
尽全力特别款待中国艺术使者，希
望以此为契机，夯实两国人民友好
的基础，携手书写朝中友谊的新篇
章。

宋涛向金正恩转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宋涛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
长在北京实现历史性会晤，达成重
要共识，掀开了中朝关系的新篇
章。我此次率中国艺术团来朝鲜参
加艺术节，旨在落实两党最高领导
人重要共识，弘扬中朝友谊，推动
两党交流合作，促进文化艺术交
流。中国艺术团从抵达平壤的那一
刻起，就受到了朝方的亲切热情周
到接待，充分感受到了金正恩委员
长、朝鲜党和人民对中朝关系的高
度重视，对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党
和人民的友好情谊。

双方就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交流
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了意见。金正恩表示，我访华

期间亲眼看到中国取得的令人惊叹
的发展成就，为兄弟的中国人民感
到由衷地高兴，希望学习借鉴中国
共产党的经验，全面加强两党两国
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宋涛表示，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我们愿与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
党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共同为
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不断发展、增
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作出贡献。

当晚，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为
中国艺术团举行盛大欢迎招待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
央副委员长、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
海和宋涛在招待会上分别致辞。崔
龙海表示，中国艺术团的访问将进
一步推动两国文化艺术交流、深化
传统友谊。宋涛表示，中国艺术团
带来了中国党和人民对朝鲜党和人
民的友好情谊，将为弘扬中朝友
谊、丰富文化艺术交流作出贡献。

当天下午，李雪主在平壤主体
音乐艺术发展馆剧场观看了中国艺
术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吉赛尔》，对
中国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给予高度
评价，对艺术团为朝中友谊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
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朝鲜劳
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
长金英哲，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与
正等一同观看了演出，并出席招待
会。中国艺术团抵达平壤时，李洙
墉、金与正及朝各界群众在机场迎
接。金与正还到艺术团驻地看望。

14日上午，宋涛同李洙墉举行
了工作会谈。

金正恩会见中联部部长、
中国艺术团团长宋涛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
国、英国和法国 14日空袭叙利
亚境内多处政府和军事目标。
此次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遭到部
分国家质疑，国际社会纷纷呼
吁公正调查叙利亚“化武袭
击”事件，避免中东局势进一
步恶化。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
宾说，英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
应寻求议会批准，这次军事行
动“合法性存疑”，有可能使叙
利亚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英
国自由民主党领袖凯布尔发表
声明，称英首相“本可以、也
应该在此次行动前寻求英国议
会批准”。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
伊 14日发表声明，称美英法军
事打击叙利亚是“犯罪行为”。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说，美英
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将导
致该地区进一步“毁灭”。

古巴外交部 14日发表声明
说，这是美国以叙利亚政府对
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为借口，在
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采取的

“单方面”措施，违反《联合国
宪章》。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4日
强烈谴责美英法对叙利亚进行
军事打击，并称这是“犯罪行
为”。他说，美国及其盟国的行
为完全背弃了国际法，“是恐怖
主义行为”。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
普 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联合军事行动已执行，并表示

“任务已完成”。法国外长勒德
里昂 14日晚些时候说，军事行
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法国愿意

与各方展开对话。
军事打击发生后，多国对

地区局势表示担忧，并呼吁联
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 14
日呼吁成立一个独立、中立、
专业的新机制，以调查在叙利
亚发生的“化武袭击”事件。

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
14日表示，希望成立国际调查
小组对叙利亚“化武袭击”事
件进行调查，政治解决叙利亚
危机。他认为，使用武力只会
加深中东地区的矛盾冲突，西
方国家对叙的军事打击会使中
东局势进一步复杂。

秘鲁总统比斯卡拉 14 日
说，秘鲁主张寻求在联合国框
架内建立寻找解决办法的政治
机制。秘鲁外交部当日发布公
报，支持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

旋，推动向叙利亚派遣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调查团，呼吁有关
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危及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升级。

更多国家认为，政治协商
解决叙利亚冲突才是正途。

巴西外长努内斯 14日说，
巴西对有关国家针对叙利亚的
军事打击表示担忧，巴西政府
认为叙利亚人民应该通过政治
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爱沙尼亚和希腊外交部 14
日分别发表声明，支持在联合
国领导下，通过政治途径永久
解决叙利亚冲突，并呼吁国际
社会“致力于为叙利亚问题找
到政治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14日也
表示，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用对话
解决分歧。

美英法军事行动合法性遭质疑
公正调查叙利亚“化武袭击”成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