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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年中将两访日本 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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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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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陈洪强农副产品经营部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51640401，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四人众网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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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2月22日 — 2月25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阿丽塔 3D
12:35 18:40 30元

朝花夕誓 14:30 25元

91330110MA27W35J7D，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15年 10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许伟国残疾证，号码为33012519760502451754B，
声明作废。
遗失胡金菊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6210026329，声
明作废。
遗失许洪贞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640111505X44，
声明作废。
遗失杨阿毛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61125504844，
声明作废。
遗失陆文琴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71212502922，
声明作废。
遗失章仁林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80324501244，
声明作废。
遗失章月生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20824501343，
声明作废。
遗失金月南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10309502544，
声明作废。
遗失徐成有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291108451544，
声明作废。
遗失王连法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70208471543，

声明作废。
遗失陈建良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660119471743，
声明作废。
卞硕晗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第三联、第五
联，发票号码：01132772，发票代码：233001590145,声
明作废。
遗失王佳婷残疾证，号码为 33018419951118452714，
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姜诞寅土石方工程队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关于对2018年度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进行确认登记的通知
根据《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浙江

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和《浙江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浙江省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情况申报审核暂行办法》的通知》（浙残联发
〔2017〕29号）精神，为认真做好残疾人劳动就业工作，
切实保障残疾人劳动就业权利，决定对2018年12月31
日前已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的残疾职工进行全面确认
登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认范围、对象、计算公式
凡在本区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

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经济组织（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驻余杭区的各单位均属确认范围。确认的对
象是 2018年 12月 31日前安置在各单位就业的在职残
疾职工。

用人单位安排 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1至 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3
级）人员就业满1年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未满 1年的，按照残疾人职工实际就业月数占比（以残
疾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为准；占比=实际就业月
数/12）的2倍计算。

用人单位安排 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3至 4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4至 8
级）人员就业满1年的，按照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未满1年的，按照残疾人职工实际就业月数占比计算。

二、确认时间、地点
确认时间：2019年 3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节

假日除外）。
地点：余杭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三楼办事大厅

302-306室。地址：余杭区南苑街道新丰路181号。
三、确认内容

凡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凭在职残疾职工的下列
资料到区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办理已安置残疾人就业
的确认证明。

1、《浙江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表
格请到余杭残联网站公告公示栏自行下载）

2、残疾人职工本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复印件，首
次申报的，须同时提供原件，经审核后退回；

3、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复印
件，首次申报、续签劳动合同或变更劳动合同期限的，
须同时提供原件，经审核后退回。未签订合同的机关、
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由主管人事部门出具录用、聘用、工
资统发、社保缴纳等有关证明；

4、上年1—12月社会基本保险缴纳明细材料；
5、上年 1—12月支付残疾人职工工资凭证原件及

复印件（包括银行工资流水）；
6、上年度单位在职职工平均人数（报统计局职工

平均数）
7、其他证明残疾人就业的相关材料。
四、确认作用
经区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确认后，开具《浙江省用

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请用人单位
根据区残联确认结果，在每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中，自行计算扣除并按扣除后的结果自行申报。

望各用人单位落实专人，准备好相关材料，在规定
时间内到区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办理确认登记手续，
逾期不再办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2019年2月22日

这是2月20日在印度班加罗尔拍摄的航
空展上的飞行表演。

第12届印度航空展20日在印度南部城市
班加罗尔耶拉汉卡空军基地拉开帷幕，来自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参展商参展。

(新华社)

第12届印度航空展拉开帷幕

据新华社达卡2月21日电 孟加
拉国首都达卡市消防部门 21日说，
20日晚间发生的火灾已造成至少 81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中国驻孟
加拉国大使馆证实，目前暂无中国公
民伤亡。

当地时间 20日晚间 10时左右，
达卡老城区一处存放化学品的仓库
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蔓延到周边房
屋。

达卡市消防部门从 20日夜间开
始灭火工作到 21日。消防官员初步

推测，起火原因是一个燃气罐爆炸并
引燃几栋建筑内存放的易燃化学物
品，遇难者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据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证实，
目前火灾中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伤
亡。

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孟加拉国首都火灾中伤亡

相关新闻

秘鲁一酒店遭抢劫
无中国籍游客伤亡

新华社利马2月20日电 据秘鲁媒体 20日
报道，秘鲁南部马德雷德迪奥斯省马尔多纳多港
一家酒店 19日晚发生歹徒抢劫外国游客事件，
当时有41名中国籍游客下榻该酒店。据中国驻
秘鲁大使馆领事部提供的信息，没有中国籍游客
在此次事件中伤亡。

据酒店提供的信息，抢劫事件发生在当地时
间19日20时20分左右，约10名武装歹徒闯入印
加特拉酒店，当时有53名外国游客下榻酒店，其
中包括41名来自香港旅行团的中国籍游客。这
群歹徒杀害了一名秘鲁当地导游并抢夺财物后
逃离。

获悉此事后，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机制，立即联系秘鲁警方、事发酒店以及
当地旅行社等，了解有关情况。据使馆领事部提
供的信息，截至目前，没有中国籍游客在此次事
件中伤亡，仅有一人护照被抢。

秘鲁方面正调动警力追剿这些歹徒。

【“不寻常”】
白宫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

诉路透社记者，特朗普可能 5月 26日至
28日访问日本，与日本新天皇会面；6月
借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之
际再次访日。

那名官员在特朗普与安倍 20日通

电话后披露这一消息。
日本共同社 21日以日方一名高级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特朗普和安倍通电
话时确认5月底访日，可能在26日至28
日。

日本明仁天皇定于 4月 30日退位，
皇太子德仁 5月 1日继位。就是否会在
5月访日，特朗普先前说：“我会，在某个
时候。”

如果成行，他将是日本新天皇即位
后会见的首名外国首脑。共同社先前
报道，他有望在访日期间会晤安倍，讨
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等议题。

二十国集团峰会定于 6月 28日至
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白宫官员说，特
朗普将出席。

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在两个月内

两次访问同一个国家“不寻常”。

【递信息】
安倍和特朗普 20日通电话讨论关

联朝鲜的事务，包括朝鲜发展核武器和
导弹系统以及朝方绑架日本人问题。

安倍在通话后说：“我们坚定而密
切地协调我们的（对朝）政策。希望在
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期间解决（朝
鲜）核、导弹和绑架问题。”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
两国首脑重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
承诺。

特朗普和金正恩定于 27日至 28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会晤。安倍与特朗
普通电话时说，希望特朗普向金正恩转
达尽早解决“绑架问题”的愿望，特朗普

承诺转达。
两人通话前，安倍在国会一次会议

上说，政府将“果断采取行动，不放过任
何解决‘绑架问题’的机会”。

路透社报道，美方在与金正恩会晤
前与韩国和日本互动，以期实现美方说
服朝方放弃核活动的目标。日本外务
省说，安倍与特朗普约定，河内会晤后
再次通电话。

日本方面认定 17名日本公民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遭朝方绑架，怀疑有更多
日本人遭绑架。朝方 2002年承认曾绑
架一批日本人，随后送回5名遭绑人员，
送还一些遗骸遗物。日方要求朝方就
更多失踪日本人下落给说法，朝方坚称

“绑架问题”已经解决。

美国白宫一名官员20日披露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分别在5
月和6月访问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日与特
朗普通电话，希望后者向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转达尽早解决“绑架问
题”的愿望。

新加坡明确中国公民有条件
96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新华社新加坡2月21日电 中国驻新加

坡大使馆21日发布新闻公告说，自2019年1
月28日起，新加坡给予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
往返第三国过境新加坡 96小时免签证入境
待遇。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公布的免签政策
主要内容为，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持有的护
照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须持有96小时内离
境的续程机票或船票；满足在新加坡停留的
经济证明条件；须持有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德国、瑞士8国中任
一国签发的签证或可入境德国或瑞士的有
效申根签证，且在入境新加坡时，上述签证
有效期应为 1个月以上；如持上述国家单次
有效签证出行且签证被使用，返程时亦可适
用免签过境政策，但须从签证签发国直接赴
新，且转机目的地须为中国。

公告说，中国公民自中国内地经新加坡
中转往返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亦适用
该政策。过境旅客可凭有关材料在新加坡口
岸移民边检柜台直接申请免签入境许可，不
收取任何费用。96小时停留期从入境第二日
零点开始计算。

费列罗因质量问题
暂时关闭一家巧克力酱工厂
新华社巴黎2月20日电 意大利费列罗公司

法国分公司新闻处 20日说，因质量问题，决定从
当日起暂时关闭该公司位于法国的“能多益”品
牌巧克力酱全球产量最大的工厂，并协助法国食
品安全部门开展调查。

费列罗法国分公司新闻处说，19日下午，这
家位于法国西北部滨海塞纳省的工厂在质量检
测中发现，用于生产“能多益”品牌巧克力酱和

“健达缤纷乐”品牌巧克力的一种半成品存在质
量问题。这两个品牌都属于费列罗公司。

该公司指出，这个缺陷不符合其产品的质量
标准，因此公司决定暂停工厂的生产活动，以协
助法国食品安全部门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将在
本周末之前公布。该公司表示：“费列罗公司确
认目前市面销售的任何产品均不受这一情况的
影响，公司将继续不间断保障商品供给。”

西班牙将从约旦接收
逾600名叙利亚难民
新华社安曼2月20日电 西班牙驻安曼

大使馆当地时间20日发表声明说，西班牙今
年将从约旦接收600多名叙利亚难民，并将他
们安置到西班牙不同城市。声明还说，西班
牙始终关注难民人道主义问题，对受到叙利
亚难民危机波及的周边国家给予积极支持。

据约旦政府官方数据，目前，共有约130
万叙利亚难民居住在约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