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余杭区森林公安局是余杭区林业
水利局直属行政单位，主要承担我区林业行
政、治安、刑事执法工作。现因工作需要，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林业执法辅助人员 3名。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考计划
招考辅警3名，均为男性。根据余杭区森

林公安局实际需要，被录用人员主要从事辅
助余杭区森林公安局、余杭区木材运输巡查
大队林业执法工作。

二、报考条件
1．政治素质好，遵纪守法，品行优良。
2．责任心强，热爱林业工作。
3．遵守纪律，服从听从指挥。
4．无违法犯罪记录。
5．浙江省户籍人员，年龄 18～30周岁

（1988年 6月 30日后出生——2000年 6月 30
日前出生），具有国家承认的高中毕业及以上
学历。

6．身体健康，双眼裸视力均在 4.6及以
上，身高1.7米及以上。

7．退伍军人、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三、招考原则与程序
招考工作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

原则，按考生自愿报名、体能测试、笔试、面
试、体检、考核、公示、录用等程序进行。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18年7月12日—27日（双

休日除外），上午8时30分—下午17时。逾期
不再受理报名。

2.报名地点：余杭区东湖街道星光街
276-8号203室（弄堂到底）。

3.报名时所需材料：本人身份证、户口簿、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退伍军人
需带本人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近期免
冠一寸照片3张。

4.报名当天经填表、资格审查、初检等手
续确认。

（二）考试（体能测试、笔试和面试）
1．体能测试时间：2018年 7月 31日，具

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内容为 1000米跑、4×
10米往返跑、俯卧撑。具体标准参照录用人
民警察体能测评评分标准执行。体能测试总
分必须达到180分及以上才能取得笔试资格。

2．笔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笔试科目
为《综合基础知识》，含政治理论、基本法律知
识等内容。笔试满分为100分。

3.面试：笔试结束后，根据笔试成绩按招

考计划数 1：3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
对象。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面试成绩
满分为100分。

（三）体检、考核
面试结束后，按考生笔试成绩 40%和面

试成绩 40%及体能成绩 20%的比例合成总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考计划数1:1的比例确
定体检对象。体检标准参照招考公务员有关
标准执行。体检结束后，按招考计划数确定
政审对象。政审工作参照《浙江省公务员录
用考核工作细则》（试行）精神执行。

（四）公示、录用
经体检、政审合格后，确定录用对象，拟

录用人员名单公示。公示期满后，没有反映
或反映有问题经查不影响录用的，按规定程
序办理录用报到手续。录用人员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报到，对逾期不能报到、或发现有不符
合录用条件、不服从工作岗位安排者，取消录
用资格。

与录用人员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试
用期 3个月，试用期内不合格者，解除劳动合
同。

试用和录用期间，劳动报酬按区政府和
区林业水利局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事项
1.报考人员参加体能测试时，应着运动

装、运动鞋。
2.体检费用由考生本人承担。
3.本公告由杭州市余杭区林业水利局负

责解释，联系电话86182252，15988430100。
杭州市余杭区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12日

杭州市余杭区森林公安局辅警招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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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片：
仓前中心幼儿园坐落在文一西

路北面，与杭州师范大学仓前高教

园区、梦想小镇、章太炎先生故居、

海创园毗邻而居，处于余杭创新基

地的核心区域。以“一中心五园点”

为办园格局，中心分为小班部与中

大班部园区，下设仓溢分园、吴山分

园、高桥分园、连具塘分园、长松分

园，目前共有52个班级。

办园以来，坚持创新与务实的

办园方向，以“发现儿童 解放儿童”

为办园理念，创设了一个“快乐、绿

色、艺术”的育人环境，营造了一个

“平安、和谐、活力”的幼儿园，打造

了一支“爱心 责任 进取 智慧”的

师资队伍。

记者 孙明姝 王杨宁

传承文化 融入地域
打造鲜明办园特色

“我们班有个孩子，之前比较任性，脾气
比较倔。通过家访，我及时了解孩子在家的
生活动态，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关注、
亲近和帮助他，多和他谈心，讲小秘密，让他
感受到老师的爱，有了心灵的沟通，我与他逐
渐有了朋友间的默契，就这样我走进了孩子
的心里。”仓前中心幼儿园李老师非常“有一
套”，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孩子也变得越来
越积极、自信和认真。

这个孩子的改变是仓前中心幼儿园办学
理念的一个缩影。在仓前中心幼儿园，十分
尊重儿童多元化表达，来促进个性化发展。

“儿童对他所处世界的理解是多元的，其表达
的方式也是多元的，我们不能限制儿童的天
性。”李老师告诉记者，老师们遵从“发现儿
童 解放儿童”这个理念，以孩子为本，充分理
解和尊重孩子，注重激发孩子的创造能力、锻
炼孩子的意志力、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让孩
子得到全方位的教育和培养。

同时，幼儿园注重传承仓前传统文化，
融入未来科技发展。“仓前的传统文化丰富，
传承好是个重要课题。”幼儿园有关负责人
介绍，因此仓前中心幼儿园提出以幼儿园为
基地，让仓前的孩子通过自己的手、自己的
眼睛，并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来挖掘地方文
化资源，体验和保护“仓前符号”，用“多种形
式表达”对家乡的美好情感，培养孩子爱家
乡的情感。

2017年1月，仓前中心幼儿园夏琴园长
主持的课题《九十九种想象：幼儿园园本课程
架构与运作》在浙江省立项，随着课题的深入
开展，形成了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园本课程
——“童‘话’仓前”。2017年12月仓前中心
幼儿园的地域课程“童‘话’仓前”被评为余杭
区第三批特色品牌项目；2018年6月《九十九
种想象》被评为杭州市幼儿园第二届精品课
程。

“我的孩子在入园近两年的时间，可
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重
新认识了她。之前的她胆小、不敢表达，
在老师的鼓励和细心教导下，她变得大
胆起来，会在大家面前大声唱歌，在老师
提问时敢于举手回答，这对于她来说都
是突破。”说这话的是姚佩兰家长，“仓幼
的老师在教学上也给了我很多启发，特
别是幼儿园经常举办专家讲座和座谈，
让我们家长非常受益。”

家长点赞的背后，是近年来仓前中心
幼儿园不断提升软、硬件环境，以满足仓
前人民追求优质学前教育需求的不懈努

力。
2016年8月，在仓前街道的安排下，

仓前中心幼儿园搬入了原仓前小学的校
区内，场地空间得到很大的拓展，满足了
不同年龄段幼儿的活动需求。2017年 8
月，在仓前街道的支持下，又扩建了原仓
前小学南校区为小班部，同时街道大手笔
投入，开始异地新建仓前中心幼儿园。

在完善硬件建设时，仓前中心幼儿园
也在不断提升“软件”。幼儿园拥有一支
专业素养好、积极向上、年轻且富有朝气
的队伍，全园189名教职员工中大专及以
上学历教师占 99%，其中有高级教师 1

人、一级教师20人、杭州市教坛新秀3人、
余杭区学科带头人1人、余杭区教坛新秀
8人、余杭区骨干教师5人、余杭区岗位能
手 6人；管理模式科学先进，注重法制与
德治的融合，营造出“健康活泼、文明向
上、严谨求实、敬业创优”的园风，2011年
2月，幼儿园正式挂牌为杭师大附属仓前
实验幼儿园，以此为契机，幼儿园不断开
拓创新，确立了艺术教育为特色的办园定
位，开展生活化艺术教育的实践活动，布
置富有浓郁氛围的艺术环境，搭建多元化
的活动平台展示教师、孩子的才华。

一流的软件、硬件环境，优质的教学质量以及以孩子为本的温暖和关怀，使得仓前中心幼儿园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良好口碑。仓溢园区被评为省一级幼儿园，

中心园区复评通过省二级幼儿园，分园点均被评为省三级幼儿园，幼儿园除了原先的荣誉外还先后获得“杭州市绿色学校”“余杭区甲级幼儿园”“余杭区第三批规范

化管理学校”“余杭区优秀互助共同体”“余杭区第九批群体师德示范岗”“余杭区第四批先锋号示范岗”“第六批杭州市标准化建设达标幼儿园”等，仓前的学前教育

也在老百姓的心中树立了高品质的形象。

提升软、硬件环境 提供优质学前教育

淘宝喜乐会中孩子们在进行买卖

老街游戏中孩子们大胆的跟老师讨论自己的想法 老师教小朋友们演奏尤克里里

老师与家长交流孩子的情况

仓前中心幼儿园：
培养适应未来的创想宝贝

理财热线：89163130 89163172 86130006
余杭支行地址：临平邱山大街625号（东湖路交叉口）

近期理财信息

以上产品额度均有限，售完即止，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及风险条款请参见产品说明书，并以银行与
客户间签订的协议为准。代销产品请参见发行机构发布的说明书。风险提示：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
未来收益水平。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请根据您的风险测评结果选择合适的产
品。重要提示：以下产品及有“代销”标示的产品均为我行代理销售产品，产品由其发行机构发行与
管理，我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热销推荐

产品名称

安存宝
结构性存款

期限

3个月6个月1年

起点金额

5万5万5万

年化收益率

4.55%4.65%4.55%

销售期

即日起-07月15日
产品名称

新客专享EB4765（限新客户）

新客专享EB4766（限新客户）

同利计划

光银现金A
安心计划

财富定向

期限

138天
138天
73天

灵活存取

12个月

3个月

6个月

起点金额

5万
100万
5万
5万

5万/30万

100万

预期年化

5.20%
5.25%

业绩基准4.95%
每日年化高于4.20%

5.00%/5.05%
5.05%
5.10%

销售期

即日起-07月16日
即日起-07月16日
即日起-07月17日
每日09：30-15:15
即日起-07月16日

即日起-07月16日

风险等级

稳健型

稳健型

稳健型

稳健型

稳健型

稳健型

“财丰”理财，如意宝 总有一款适合你！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存定期，购理财，来稠州银行余杭支行——用心首选
定期存款利率 半年：1.82% 一年：2.1% 二年：2.94% 三年：3.85%

10万定期收益 半年：910元 一年：2100元 二年：5880元 三年：11550元

产品名称

财丰CF180538
财丰CF180543（感恩回馈专属）

财丰CF180546（新客户专属）

财丰CF180545（清凉夏日专属）

如意宝YB180202
如意宝YB180203

期限
（天）

35
94
189
357
161
357

经测算预期
年化收益率

4.60%/4.65%/4.70%
5.00%
5.40%
5.20%

3.8%/3.9%/4.0%/5.0%
4.0%/4.1%/4.2%/5.2%

认购日

2018-7-12
至2018-7-15

2018-7-12
至2018-7-18

2018-7-12
至2018-7-18

到期日

2018-8-20
2018-10-18
2019-1-24
2019-7-11
2018-12-27
2019-7-11

10万预期
收益（元）

441
1287
2796
5086
1676
3912

风险
等级

中低
风险

低风
险

产品收
益类型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产品详情请参见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并以银行与客户间签订的理财协议及协议书条款内容为准。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行享有对上述产品的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