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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余杭区民营企业第十七次“就业再就业”招聘会通告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营造良好的创业就

业氛围，鼓励和支持我区个体、民营企业创业创新
发展。经研究，决定举办余杭区民营企业第十七次

“就业再就业”招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年3月10日（周日）9:00-13:00。
地点：区人力资源市场三楼大厅（临平超峰西

路1号）。
二、报名方式
本次活动拟设展位80个,需设台招聘的单位请

于 2019年 3月 5日前通过杭州公共招聘完成报名
（报满即止），注册及报名网址为 http://hzjob.zjhz.

hrss.gov.cn/hzjob/。
联系人：刘卫国、许强，联系电话：89187387、

57893972。
三、其他事项
本次招聘会不收取展位费，大会将为每个招聘

单位统一制作招工简章，提供一桌二椅，二名工作
人员的午餐和饮水。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余杭区妇女联合会
杭州市余杭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杭州市余杭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2月1日 — 2月4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一条狗的回家路 12:40 25元

大侦探霍桑 14:20 25元

死侍2我爱我家 18:40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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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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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徐见飞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90126504743，
声明作废。
遗失张秋云（身份证号码：42100219840826501X）的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二联(注册联)和第三联(报税联)，

遗失启事

发票号码：00281861，发票代码：133001820269,声明作
废。
遗失王强残疾证，号码为33012519660519641043,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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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登记，
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于公告发布次日起15个
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我
局（联系地址：余杭区临平南大街265号市民之家一
楼，联系电话:0571-86225309）。逾期无异议或异议
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赵中月 受赠人：陈颖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蓝庭花园

橡树院1幢1单元1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2月3日

征询异议公告
关于调整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窗口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从 2019年 2月 15日起，余杭区公
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余杭区临
平街道丁山路 2号）不再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工作电话89261470同步停止使用），需处理非现场
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员可就近办理，办理地点如下：

交警城区中队（余杭区南苑街道迎宾路、东西大
道路口往南100米，迎宾路道路西侧）；

交警开发区中队（余杭经济开发区北沙西路 8

号）；
交警塘栖中队（余杭区塘栖镇西界河村09省道

和塘栖路叉口）；
市民之家公安窗口（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

265号）。
特此公告!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2月3日

兹有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十六街区10
幢402#的不动产，现有买受人诸华娟、宓赤宇前来
我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对上述情况有
异议者，限于公告公布次日起 15个工作日之内提
出书面异议材料（联系地址：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 号 市 民 之 家 一 楼 ，联 系 电 话 ：
0571-86225309）。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局将按
规定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2月3日

征询异议公告

责任编辑 杲 杲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新华社北京2
月 2日电（记者李宣良）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2日专程来到北京卫戍区，深入
基层班排，察看执勤哨位，亲切慰问部队官
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
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临近春节，首都北京洋溢着节日气氛。
上午9时15分许，习近平来到位于故宫端门
东朝房的国旗中队。战士们正在训练场上
进行护旗队列动作和展旗收旗训练，习近平
仔细观看，并同官兵亲切交谈。国旗中队进
行了升旗动作演示，整个过程精准流畅、铿
锵有力，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光，勉励大家
练好基本功，承担好国旗护卫职责。

习近平走进官兵宿舍，察看生活设施情
况，询问晚上盖一床被子冷不冷，叮嘱各级
把基层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多为基层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在国旗中队荣誉室，习
近平详细了解了国旗中队历史沿革和全面
建设情况。

习近平在营区影壁墙前同大家合影留
念，战士们簇拥在习主席身旁，充满了幸福
和喜悦。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天安门广场
升国旗仪式是重要的国家典礼，你们要牢记
职责使命，坚持一流标准，用实际行动捍卫
国旗尊严。习近平叮嘱大家，冬天室外温度
很低，要注意防寒保暖。

离开国旗中队，习近平来到支援保障大
队警卫勤务一中队。他察看部队装备器材，
了解警卫勤务情况。中队俱乐部里，战士们

正在准备春节文艺节目，习近平来到这里，
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战士们自编自演的小合
唱《张思德传人》，带头为他们鼓掌。习近平
深有感触地说，部队文艺工作要树立为兵服
务、为基层服务的导向，建设好文艺轻骑队，
不断丰富基层官兵业余文化生活。上士袁
文魁现场书写“福”字敬送习主席，表达战士
们对习主席的新春祝福。随后，习近平前往
战士餐厅，走进操作间，来到灶台前，关切询
问平时伙食怎么样？年夜饭是怎么安排
的？习近平叮嘱部队安排好战士们节日生
活，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节日。

在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习近平了解了部
队警卫执勤情况，并通过视频系统看望慰问
官兵。习近平先同八一大楼南门哨位通话，
嘱托哨兵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履行好担负的

职责。习近平察看了一线警备纠察情况，勉
励他们发挥好执法服务职能，维护好军队形
象、军人形象。接着，习近平察看了北京老
干部活动中心建设运行情况，要求抓紧推进
工程建设，争取早日完工。习近平强调，老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把老干部照
顾好、服务好、保障好，并向广大老干部祝福
新春。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接见了卫戍区
机关全体干部、所属部队师以上干部和建制
团主官，同大家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卫戍区工作汇报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北京卫戍区驻守京
畿、护卫中枢，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掌
握的一支重要力量，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警卫能力，努力开

创卫戍区建设新局面，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
可以信赖的部队。要铸忠诚，坚持从思想上
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确保部队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尽职责，坚持依法行
动，严守政策纪律，做好警卫执勤工作，做好
反恐维稳、应急处突等工作，确保警卫目标
绝对安全、万无一失，确保首都安全稳定。
要抓从严，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实现部队风气根本
好转，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我党我军光荣
传统。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严格教育管理
部队，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推动基
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许其亮、张又侠和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北京卫戍区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莫斯科2月2日电 俄罗斯总
统普京2日宣布，俄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义务。

普京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
长绍伊古会晤时说：“我们的回应将是针
锋相对的。美国宣布他们暂停履行条约
义务，那我们也暂停。”

普京说，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后，俄罗斯将研制新武器，但不会增加国
防预算。他说：“我们不应也不会卷入对
我们来说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普京还要求不再就《中导条约》提议
举行新的国际谈判。他说：“和过去一样，
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所有提议都已摆在桌
面上了。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同时，我
请两部门（外交部和国防部）今后不再就
此问题提议举行任何谈判。”

普京说，在美国的中程和短程导弹部
署在世界各地之前，俄罗斯不会在那些地
方部署类似导弹。

普京表示，鉴于美国的相关做法，俄
罗斯已开始研制包括陆基高超音速中程
导弹在内的新武器。他说：“他们（美国）
宣布他们正在进行（武器的）研制和试验
设计工作，我们也将做同样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 2 月 1 日宣布，美国于 2
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
程序。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 1987 年签署《苏
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
约》，简称《中导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
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
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
置。

新华社加德满都2月2日电 继数日
前向春节期间赴尼泊尔的中国游客发布
温馨提示后，中国驻尼泊尔使馆 2月 1日
再次提醒中国游客在尼期间遵纪守法、加
强安全防范。

1日在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举
行的领事保护志愿者活动上，中国驻尼泊
尔大使侯艳琪提醒刚下飞机的中国游客
注意各种安全事项，旅行结束后能够平
安、快乐地回国。

使馆工作人员和领保志愿者在现场
发放了不少2019版《来尼泊尔中国公民领

事保护与协助指南》。指南提醒游客不要
携带超量黄金、白银和货币，不要携带违
禁品，不要随便帮人捎带东西，购买当地
特色贵重产品时要备好正规票据，在尼南
部旅行时在没有印度签证的情况下不可
进入印度。

指南提示中国游客在尼境内旅行时
谨慎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在未经许可的
情况下不得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不要挑
逗野生动物或给野生动物投食。指南还劝
告中国公民文明旅游，远离黄、赌、毒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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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月2日拍摄的北京王府井大街。
春节即将来临，北京王府井大街张灯结彩，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新华社)

环球视野

俄罗斯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中国驻尼泊尔使馆提醒赴尼中国游客注意旅行安全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2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在新疆塔城地区塔城
市发生的5.2级地震，应急管理部当日立即
进行视频调度会商，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地

消防救援力量已赶往震中，暂未接到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震中附近电力和通
信正常。经会商研判，初步认为新疆塔城
震区近日再次发生 5.0级以上地震可能性
不大，但有可能发生 4.0级左右余震，当地

群众要注意防灾避险，远离裂缝房屋等危
险区域。

据悉，2月 2日 5时 54分，新疆塔城地
区塔城市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 16 千
米。

应急管理部部署新疆塔城5.2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从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获悉，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
疫苗案件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
派出专门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了监管责任调查和
审查调查工作，对6名中管干部作出予以免
职、责令辞职、要求引咎辞职等处理，对涉
嫌职务犯罪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浈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同时，有
关部门和地方依规依纪依法对涉及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吉林省各
级药品监管部门、长春市人民政府、长春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42名非中管
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13
人、县处级干部 23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 6

人，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原吉林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 3名责任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包括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 1名
副司长、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两名副
局长在内的 6名责任人给予留党察看或撤
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对29名责任人
给予其他党纪政务处分。

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相关责任人被严肃处理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2月1日电 巴西
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2月1日晚通报
说，在第八天的搜救行动后，该州溃坝事
故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已上升至 115人，其
中71人的身份被确认，仍有248人失踪。

消防指挥部负责人埃尔隆·纳西门托
说，搜寻工作将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计
划何时停止。

当日，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开始使用
挖掘机等设备清理公路上的泥浆，以尽快
打通被阻断的道路。目前可通行的道路仅
允许少量救援车辆和运送物资车辆通行。

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铁矿废料矿坑
堤坝1月25日发生溃坝事故，事发矿坝属
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溃坝后，泥浆顺流
而下，摧毁大量沿途建筑物。

巴西溃坝事故遇难者人数已升至11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