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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晨报微信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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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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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
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
86239964 89177707

停电预告
2018-10-12 08:40-12:40 广福 H767 线木善开
关站木善分支箱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
西溪公馆建设工地一带; 08:30-11:30 通义 H782 线泉
北开关站顺锋链业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
道：
顺锋链业厂一带；
12:30-15:30 通义 H782 线泉北开
关站天创分支箱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
天创净水厂、华茂鞋业厂一带；
07:20-16:00 东山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西
安寺村村民委员会、西安寺村圣塘村、西安寺村胡家
桥、南山村委排涝、西安寺村阮家畈、西安寺村圣堂刘
家、南山村弄里、南山村横山、瓶窑内燃机配件厂、鸿杰
包装厂、南山村东山、龙跃冷拉钢丝厂、伟盛印刷厂、南
山村刘家、南山村总管堂、南山村枉山庙一带；13:
00-16:30 中人开关站 I 段顺丰 G217 线中人分支箱分
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杭州余杭区塘栖花中
人大酒店一带；08:20-17:00 新庄 G258 线新方泵业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平宅村元下圩、杭
州新方泵业厂一带；08:30-17:00 睦港 G012 线冯金 5
组分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冯金村 5
组、
冯金村 6 组一带；
08:30-17:00 五 园 9245 线 泥 桥 2
组分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泥桥村 2
组一带；08:00-16:30 地平 G9673 开关-地平 G9670 开
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邵家角东、邵家
角、杭海丝绸织造（华意）厂、博陆镇政府(塘星埭泵站)
（塘家里）、易居家纺厂、东新村 14 组、黑蚂蚁纺织品厂、
兴裕服饰厂（兴裕丝绸）、东新村东桥头西、荣典无纺制
品厂、博陆东桥头东（东桥头二）、博陆东桥头北、博士
达公司、东桥头北、锦科达公司、杭州博威化纤织造有
限公司一带 08:00-16:30 长征 G032 线农科队分线：
浙
江省杭州是余杭区运河街道：运河镇戚家桥村王家里
东、色艺得丝绸厂、王家里、丰浩塑料厂、文雅织锦厂、
万德布业 1 号厂、万德布业 2 号厂、丰运瓷业厂一带；
08:
40-17:30 仓前 H711 线城北机埠分线：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余杭街道:顺帆化学厂、上湖村城北机埠一带；

关于余杭区 2018 年上半年旅游业发展财政
扶持项目拟补助奖励资金的公示
根据《余杭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意见》
（余政发[2016]31 号）、
《余杭区支持旅游业发
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
（余旅〔2016〕29 号）等文件要
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经相关部
门联合审核，拟下达 2018 年上半年旅游业发展财政
扶持项目补助奖励资金 2223510 元（详见下表）。现
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从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3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
来访等形式反映。单位反映问题的，须加盖公章；
个人反映问题的，须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为保

证异议处理的客观、公正，匿名异议将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
杭州市余杭区旅游局
联系电话 0571—89161860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联系电话 0571—86130033
杭州市余杭区旅游局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上半年旅游业发展财政扶持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元

08:40-15:40 风雅 H474 线:海派开关站 II 段：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
海派风景 2 号专用、海派风景
4 号专用、管家塘股份经济合作社（杭州九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86130111

遗失启事
遗失郭芳妮位于余杭区南苑街道苑中园 1 幢 301 室房
产的契证，证号为 33041919820601206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逆时光美容院，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2330110MA28XGUQ5F，杭州市余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倪徳金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51112481724 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径山镇杨雯艳美容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33018460074865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众赢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10MA2B2P2A4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
废。
遗 失 李 波 的 浙 江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号 码 ：
07002805 发票代码：330016235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运河街道俞炳泉副食品店，注册号为
330184600012917，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06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盛辉木业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附
件，施工许可证编号为 330110201510100201，声明作
废。
遗失吴俊会就业援助证，号码为 1112051314，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铭铂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CE72T72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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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09 月 0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崇贤街道杭常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110MA28X9D80D，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17 年 08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宏靓塑料制品厂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为 J3310012181003,声明作废。
遗失周锦和优抚证，号码为 ZJ050370，声明作废。
遗失邵建国残疾证，证号为 33012519710223131144，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中泰街道根英丧葬用品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2330110MA2BLTY86D，杭州市余杭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01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沈有土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111131352 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增昭建材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准号为 J3310009584703，声明作废。
遗失汪剑飞平安业务代码一本，号码为 1120132081，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散装水泥新墙办联合工会委员会，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职场信息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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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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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余杭区 2017 年中介技术服务中心入驻
企业财政拟补助资金的公示
根据《余杭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意见》
（余政发〔2016〕31 号）、
《关于对余杭区中介技
术服务中心入驻企业申请补助的请示》
（余政办简
复 2014 第 38 号）等文件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
正、透明”的原则，经相关部门联合审查，拟下达
2017 年中介技术服务中心入驻企业财政补助资金
70.76 万元（详见下表），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从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公示期内
如有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反映。单
位反映问题的，需加盖公章；个人反映问题的，须署

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为保证异议处理的客观、公
正，匿名异议将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
杭州市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571—89360702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联系电话 0571—86130033
杭州市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7 年余杭区中介技术服务中心入驻企业财政拟补助资金表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 2019 年度校园招聘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辖属 10 个营业网
点，分设在余杭区南苑、临平、东湖、运河、乔司、崇贤、
星桥街道和塘栖镇。诚挚欢迎莘莘学子加盟，在美丽
之洲共发展同进步！
一、招聘岗位
客服经理岗、个人客户经理岗、对公客户经理岗，
若干名。
职位要求：境内外院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含）以上
学历、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专业不限。全日制专升本
可以申报客服经理岗。
二、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通过工商银行总行人才招聘平台进行
网上报名，由总行统一组织笔试。
（一）网上报名。具体报名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0
日-10 月 28 日。请应聘者注册并登录我行人才招聘
官方网站 campus.icbc.com.cn，或关注“中国工商银行

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应聘”栏目进入“校
园招聘”界面，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位（杭州分
行-客服经理岗、杭州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岗、杭州分
行-对公客户经理岗）申请，每位应聘者在杭州分行最
多可申请报名两个职位。
（二）资格审查。将根据招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
资格审查，并根据岗位需求分布及报名情况等，择优
甄选确定入围笔试人员。
（三）统一笔试。应聘者申请报名时须选择一个
笔试城市意向，将于 11 月中旬在全国 38 座城市（含杭
州）进行统一笔试。
（四）面试、体检、签约。由杭州分行组织并另行
通知，录用后统一调配至余杭支行工作。
招聘岗位描述、职位要求等详见官网公告。
余杭支行咨询电话：0571-89363259、89363257。
咨询电子邮箱：shenyaqing_hz@zj.icbc.com.cn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