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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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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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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告
广大乘客：

接有关部门通知，自 2018年 6月 16日起，
城隍中路部分路段封道施工，398路、770路绕
道行驶，具体如下：

1、398路自乔司始发，循原线至永玄路，经
乔莫西路、乔井路后回原线至终点站，双向撤销
城隍中路乔司老街口、乔司街道2对站点，同时
将城隍中路永玄路口双向迁移至永玄路城隍路
口停靠。

2、770路自地铁乔司站始发，循原线至乔井
路，经乔莫西路后回原线至终点站。双向撤销
城隍中路乔井路口、城隍中路乔司老街口、城隍
中路永玄路口、永玄路城隍中路口4对站点。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乔司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余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日前，中央纪
委对 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进行公开曝光。这8起典型问题是：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武晋斌违规接受公款宴请问题。2016
年8月6日晚，武晋斌与家属、朋友一行6人
因私出行，违规接受固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领导公款宴请，共计消费2480元。2017年3
月 8日中午，武晋斌一行 5人因公出差返回
途中，违规接受固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
公款宴请，共计消费 2666元。武晋斌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赔相关费用，其他
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河南省气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国强
接受超标准公务接待问题。2017年 3月 16
日，赵国强等人到洛阳市气象局调研，当晚
接受该单位超标准接待，共计消费5332元，
人均消费 761.7元，其中违规饮用 3瓶高档
白酒共计3930元。当天，赵国强等4人入住
洛阳市某酒店，4人当晚住宿费共超出标准
322元（其中赵国强个人超出标准 118元）。
以上费用均由洛阳市气象局采取拆分单据、
伪造公函、虚列会议费等方式公款报销。赵
国强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赵国强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
理。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新吉林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刘宪峰违规组织公款吃喝问
题。2017年 4月至 11月，经刘宪峰同意，新
吉林街道以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现金
11300元，用于单位宴请和聚餐。刘宪峰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
处理。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商务局原党组成
员、区粮食局原副局长戴伟忠接受管理服务
对象安排的旅游问题。2017年6月，戴伟忠
等人到浙江诸暨、江苏沭阳公务出差，戴伟
忠携家属同行，期间赴诸暨、南京等景区旅
游，景点门票和部分餐费 1000余元由随行
的管理服务对象支付，其他旅游相关费用
12825元分别在区粮食局和下属单位报销。
2017年 7月，戴伟忠到舟山开会，携家属同
行，违规要求下属单位租车并安排驾驶员，相
关费用共计2950元在下属单位报销。戴伟
忠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戴伟忠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并退赔相关费用。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街道党工
委原副书记、办事处原主任易干军违规组织
公款吃喝等问题。2018年1月14日至2月7
日，易干军在担任常青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某房屋征收指挥部指挥长期间，先后组织私
人朋友和区内其他单位人员在该指挥部食

堂违规宴请、聚餐 10次。用公款赠送礼品
礼金，折合金额共计1万余元。易干军受到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其他责任人
受到相应处理。

湖南省株洲市城发集团原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廖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廖晖在担任株洲
市城发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期间，
先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 2
笔共 8000 元、购物卡 3 次 7 张面值共 7000
元、高档香烟17条、高档女包1个，均未按规
定登记、上交。廖晖还存在超标准配备、使
用办公用房等问题。廖晖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违规收受的礼品、礼金、购物卡等被
收缴。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河边镇波思村党
支部书记王清胜借操办其子婚宴违规收受
礼金问题。2018年2月13日，王清胜为儿子
举办结婚宴，共办宴席29桌，违规收受了波
思村低保户、贫困户、五保户共12户村民所
送礼金共计 2200元。在组织调查前，主动
退还了违规收受的礼金。王清胜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原党支
部书记、副总经理张莉军组织公款出国旅游
问题。2017年 5月至 6月，在张莉军主持营

业部工作期间，同意该部组织 26名员工分
四批赴斯里兰卡旅游，并以奖励费的名义公
款报销了 10名员工共计 25532元的旅游费
用，其他人员旅游费用因组织调查尚未公款
报销。张莉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记大过
政务处分，被免去现职，其他责任人受到相
应处理，并责令退回公款报销的费用。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8起问
题大部分发生在 2017年以后，有的甚至发
生在党的十九大之后。这些问题反映出，在
高压态势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特别是少数基
层单位压力传导不到位，仍有少数党员干部
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心无敬畏、行无规矩，
不收敛不收手。这些问题的查处，释放了对

“四风”问题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表
明了相关地方、单位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决态度。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上述8起问
题中，有的变换手法，把餐桌摆到内部食堂
当幌子，掩盖公款吃喝的事实；有的坦然接
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礼金和旅游安排，
既违反了廉洁纪律，又破坏了“亲”“清”的政
商关系；有的借喜庆事宜收金敛财，甚至向
贫困户、低保户伸手，陈规陋俗屡禁不改；有
的组织公款出国旅游，慷公家之慨；有的单
位一把手带头违纪，带坏了单位风气。这些

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教训极为深刻，广大
党员干部必须引以为戒，时刻反躬自省。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的隐患仍不容忽视，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必须久久为
功、毫不松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保持
定力、耐力，一个阶段要盯住一个阶段的突
出问题、把握一个阶段新的特点，持之以恒、
善始善终、涵养成风。要紧盯“四风”问题，
密切关注其新动向新表现，盯住重要节点、
重点领域和岗位、关键环节，抓具体、补短
板、防反弹，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将依纪
监督和依法监督相结合，把纠正“四风”工作
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把压力持
续传导至基层各党组织、各单位。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党性修
养，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带头履职尽责担
当，带头遵规守纪守法，使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日常习惯和
自觉遵循。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再次强调，端午假
期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强化监督
检查，对节日期间顶风违纪行为、触碰“红
线”的人和事，坚持露头就打、快查严办、精
准发力，对违规违纪问题一律从严处理，决
不手软、姑息，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2
日发布关于加强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规范饮品制
售行为。

通知指出，“网红奶茶”“网红果汁”等部分饮品
店使用过期原料、卫生条件差、虚假宣传等问题较
为突出，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要求各地组织对现制
现售奶茶、果蔬汁等饮品店开展现场检查，对存在
安全隐患的饮品和原料、辅料进行监督抽检。

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乱象，通知明确提
出，禁止使用腐败变质的水果、蔬菜以及超过保质
期的果酱、糖浆等加工制作饮品；奶茶、果蔬汁等饮
品的公示信息和广告宣传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
存在虚假内容。产品宣传中使用“无糖”“低脂”“鲜
奶”“现切水果”等内容的，要与实际相符。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将
围绕以上要求进行重点检查。对现场检查、产品抽
检和投诉举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责令经营
者立即整改，情节较重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严厉查
处，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 12日从教育部
获悉，截至2017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
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共认证全国 198
所高校的846个工科专业。通过专业认证，标志着
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球工
程教育的“第一方阵”。

2016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
协议》组织。作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中国工
程教育认证的结果已得到其他18个成员国（地区）
认可。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覆盖 21个
专业类，计划2020年实现所有专业大类全覆盖。

据介绍，我国每年有120余万工科专业本科毕
业生。通过认证专业的毕业生在《华盛顿协议》相

关国家和地区申请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申请研究生
学位时，将享有当地毕业生同等待遇，为中国工科
学生走向世界提供了国际统一的“通行证”。同时，
认证结果在行业及企业内有较高的权威性，在部分
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或能力评价中享有不同程度
的减免和优惠。

2006年，教育部启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
工作。10多年来，我国以申请加入《华盛顿协议》
为契机，以推进工程教育认证为抓手，全面深化工
程教育改革，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
一系列改革举措。2017 年，教育部启动了“新工
科”建设，加快发展新兴工科专业，改造升级传统工
科专业。

我国846个工科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

足球为媒 中国品牌融入世界杯“朋友圈”

尽管中国国家队无缘亮相，但在世界杯即将
开幕的俄罗斯，处处可见中国元素——四家中国
品牌占据顶级和二级赞助商的三分之一，加上赞
助球队及球星的企业，以及来自中国的小龙虾、吉
祥物、纪念币等等，几乎涵盖世界杯期间的吃喝玩
乐，这都以独特的方式昭示着今日中国与世界第
一运动足球的亲密关系。

中国品牌云集世界杯并非偶然。40年的改革
开放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催生了营销理念
上的更新换代，以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已
经过时，“中国制造”“中国品牌”要享誉世界必须
向“中国创造”“世界品牌”转变。

以俄罗斯世界杯赞助商海信为例，海信 2016
年赞助了欧洲杯，成为欧洲杯 56年历史上第一个
来自中国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如今他们又成为世
界杯近百年历史上第一个中国电视品牌赞助商。

之所以选择赞助体育赛事，海信有着清晰的
战略意图，因为这是划算的买卖。数据显示，仅在
2016年欧洲杯期间海信的全球知名度提升了 6个
百分点，二季度欧洲市场销量提高了 65%，甚至在
法国一度“卖断货”，其后体育营销带来的品牌溢
价和长远影响依然在持续。2017年海信国际营销
实现销售收入 39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其中自
主品牌占比达到59.1%。

海信集团有负责人介绍，世界顶级赛事与全
球领先消费电子品牌有着天然的关联，海信要成
为全球品牌，就必须与跨文化、跨国界的超级品牌

绑定，而这个超级品牌就是世界顶级赛事，因此选
择体育营销是海信全球化品牌建设的战略路径。

此外，世界杯作为最顶级的体育 IP，具有无与
伦比的流量吸引力，而且中俄时差仅有 5个小时，
许多比赛均在中国的黄金时间段举行，中国企业
很清楚要借助体育营销成长为全球品牌，必须抓
住这次俄罗斯世界杯的广告效应。

今年，除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品牌闪耀俄罗斯
外，征战俄罗斯世界杯的中超联赛现役外籍球员
数量也创造了新纪录。国际足联统计显示，736名
参赛球员中包括8支中超俱乐部的9名球员，多人
效力于巴西、阿根廷、比利时、葡萄牙等强队。如
果算上中超旧将如巴西的保利尼奥、澳大利亚的
卡希尔、韩国的张贤秀和郑又荣等，以及落选的前
国脚如胡尔克、奥斯卡、塔尔德利、吉尔等，这一数
字还要增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足球队访华比赛动
辄就吸引数万人观赛，反映出当年优质赛事资源
的稀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增加了国人对
优质足球赛事的渴望，中国足球逐年“升温”。

如今，中国联赛不仅吸引了大量当打之年的
球星，也不断有卡佩罗、斯科拉里、佩莱格里尼、里
皮等名帅加盟。此外一些比赛如法国超级杯、切
尔西与阿森纳的鸟巢伦敦德比、巴西对阿根廷的
南美德比等等纷纷登陆中国，不同程度反映了足
球在中国的火爆以及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

（新华社）

“网红奶茶”等饮品面临重点监管

浙江台州：“刷脸”办户籍

6月11日，当地居民在台州市路桥区行政服务中心体验“刷脸办证”。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为方便群众办事，推出“刷脸办证”服务，市民即使忘记带

身份证、户口簿也可以“刷脸”办理户籍业务。此举给群众办事带来便利，受到群众欢迎。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