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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5月份综合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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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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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与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合并。合并
前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00000万元；合并前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
并，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续，杭州余
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余杭城市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00000万元。杭
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余杭艺睿建
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杭州余杭城市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出资人决定：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与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合并。合
并前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300000万元；合并前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
合并，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续，杭州
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余杭城
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00000万元。
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余杭艺睿
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杭州余杭城
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杭州余杭艺睿建设有限公司公告

中信银行发布第8期“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AMI）”
首次站荣枯线以上

中信银行近日发布第8期“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
（AMI）”。该指数以50作为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的分
界点，AMI高于50时，反映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高；
低于50，则反映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差。第8期的
综合指数AMI为52.5，首次站在荣枯线之上，反映目前
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持续改善，行业整体呈现复苏。

第 8期AMI继续使用分类指数对银行资管行业
进行全面刻画。三大区域的AMI在第 8期全部位于
50以上。中部区域的 AMI维持在 55.8，与第 7期一
样；西部地区的第8期AMI延续之前上升的趋势并首
次突破 50，为 55，较第 7期上升 5.5个百分点；银行资
管业务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在第 7期短暂回落后再
次上升至50.9。

在三大扩散指数中，第8期市场条件AMI为63.1，
较上期大幅提高。其中行业环境AMI上升为59.0；市
场信心AMI提升至63.7，国有五大银行的理财子公司
获批筹建，明确了未来银行资管发展的方向，坚定了
银行资管行业的发展信心；产品成本AMI为 66.5，连
续四期在荣枯线以上，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各行理
财产品成本较年初明显下降。

客户需求AMI为50.3，近四期首次站在荣枯线之
上，权益市场的回暖和债券类净值型产品良好业绩表
现使得银行理财产品的客户需求有所提升。其涵盖

的三项指标中，客户数量AMI为 51.9，显示银行理财
客户数量较上一期有所上升；产品发行AMI为 47.6，
较上期明显回升；产品创新AMI为 51.4，较上期略有
下降，但依然在荣枯线之上。

投资管理AMI录得46.1，在第七期短暂回落后有
所回升，但连续 8期处于荣枯线以下，表明银行资管
在投资管理方面景气度依然较弱。其所涵盖的四项
指标中，新增资产收益率指标回落至 34.9，与银行资
管主要配置资产——债券收益率在2019年一季度持
续下行相吻合；员工数量AMI为 55.7，显示银行资管
从业人员规模持续增长，各家机构持续为资管业务转
型做人力储备；中收完成AMI为 41.0，较上一期明显
回升，但连续 8期处于景气度以下，显示中收实现情
况依然不容乐观；配置速度AMI回升至为 52.8，较上
一期大幅回升，表明银行资管加快了资产配置速度。

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获批筹建，银行资管转
型发展迎来新时代。转型阵痛期正逐渐消退，转型红
利正逐步显现，银行资管人面临的行业发展环境改
善，从业人员信心明显增强，转型发展道路前景光明。

AMI指数由中信银行资管中心研发，主要采用问
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范围限定在理财业务规模排
名前150的银行，按季在“中信银行资管”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zhongxinziguan）发布。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5月8日14点30分在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 3楼余杭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号开标室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诸街道疏港公路与良平街

交叉口的良渚公交中心站调度楼，本次招租范围为
调度楼一楼门厅及三至五楼房屋10年(不含6个月装
修期)租赁权，建筑面积3745㎡（调度楼3、4、5层建筑
面积为 3538 ㎡，门厅建筑面积为 207㎡），经营业态
为快捷酒店。但不得（含）经营KTV、足浴、棋牌、餐
饮等经营项目，或其他不符合业主方要求的经营项
目。起拍价首年租金为 0.9元/平方/天，租金每 2年
递增一次，递增率5%。保证金50万元。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竞买人符
合下列所有条件并提供所需资料，竞买人提供的所
有资料经拍卖人审核通过后方可缴纳竞拍保证金参
与竞拍。

1、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注册资金不低于人
民币300万元，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须同时提供企
业营业执照经会计事务所审计后的2018年度财务审
计报告（实收资本不得少于300万）。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具有酒店管理。企业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应当包含本次投标项目内容，具有相
应资质，并均处于有效期内。

3、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财务状况和支付能
力。该项目中标后须于2019年底正常开业。

4、良渚站调度楼外墙为石材干挂，装修时须安
装中央空调，不得采用分体式空调。

5、本项目不接受个人、个体工商户、联合体参加
竞拍。

6、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道信用记
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企业法人及其
法人代表，不得参与本标的竞价。

符合竞买者向银行账户（户名：杭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余杭分中心保证金专户；开户行：杭州银行
余杭支行；账号：79718100501600-0005）交纳保证金
后，凭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受托
人身份证及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余杭分中心窗口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须确保
在2019年 5月7日15时前到达指定帐户。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5月 7日 16时
（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三、拍卖公司咨询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
藕花洲大街 121号 3楼室，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
话：15715769333。看房联系人：钮先生，联系电话：
18758107630。

四、监督电话：0571-86224204（市场监管） 、
0571-85811429（商务局）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24日

招租拍卖公告

YUHANG MORNING POST
中国 2019年4月24日

责任编辑：杨利军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 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出席
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海
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青岛奥帆中
心码头，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最
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军旗迎
风飘扬。来自 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
齐聚检阅舰，共同等待喜庆时刻的到来。

12时 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帆中
心码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习近平检阅海
军仪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阅兵海
域。

此刻，人民海军 32艘战舰威武列阵，战
机振翅欲飞，远涉重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
13国海军18艘舰艇整齐编队。

14时 30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
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
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激昂的《分列
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
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母群破浪驶
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大海滔滔，铁流滚滚。自1949年4月23
日从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军在党的
指引下，一路劈波斩浪，逐步发展成为一支

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海上武装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官
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志们好！”

“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军乐作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同
官兵的铿锵回答相互激荡，统帅和官兵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海军建
设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发出

“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的号召。人民海军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
逐梦海天。

15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加庆典
活动的来访舰艇编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
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是世界各国海军友好
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律
宾、孟加拉国、文莱、韩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代满旗，
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以吨位大
小排列，依次通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国海
军代表团团长在检阅舰后甲板就座观礼。

15时 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
曲声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海上阅
兵圆满结束。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参加活
动。

时事播报

浙江：幼儿园中小学逐步配备
视觉健康校医或保健教师

浙江省教育厅等 11部门近日印发意见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发挥学
校在近视综合防控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建立
儿童青少年视功能和近视大数据信息库，逐
步实现幼儿园、中小学每校或每千人配备专
兼职视觉健康校医或保健教师。

意见提出，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功能和近
视大数据信息库，制定在校生近视监测制
度，确保各中小学、幼儿园每年开展1-2次与
近视相关的视功能和视觉健康检查，分别检
查并记录裸眼视力和屈光度，逐步建立儿童
青少年视觉健康电子档案，一人一档，并随
学籍变化转递，学生近视及变化情况如实记
录并反馈家长或监护人。

意见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
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
不得超过 60分钟，初中不得超过 90分钟。
同时确保中小学生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
时间，每周参加中等强度体育活动3次以上，
大课间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每天上
下午各做 1次眼保健操。大课间、课外体育
活动、眼保健操时间均纳入课表，严格按规
定时间组织实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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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23日下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
新修订的法官法、新修订的检察官法、关
于修改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国家主
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27、28、29号主席令

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70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巴巴多斯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
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
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接受贺一诚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夏光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一季度工
业数据怎么看？提速降费如何推进？新
能源车如何发展？23日召开的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回应了社
会公众关注的热点。

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说，一季度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几个特点。

一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升。一季度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2%，高
于去年同期。二是政策给力，信心提振。
全面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大幅

放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标准并提高增
值税起征点……政策红利释放，市场活力
增强。三是市场回暖，预期改善。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3月份回升至荣枯线以上。

黄利斌说，下一步，工信部将推动落
实减税降费举措，释放内需增长潜力，加
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网速更快 资费更优惠

“光纤覆盖率到今年 3 月底达到了
91%，百兆家庭宽带成为老百姓的主流选
择。”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

度，网速更快，资费更优惠。
他说，工信部准备在超过 300个城市

部署千兆宽带网络，在完成今年网络降费
目标同时，进一步推动电信企业推出更多
更优惠的特色产品，并要求电信企业进一
步优化精简资费套餐，实现2019年在售套
餐数量较2018年底减少15%。

面对关注度较高的 5G话题，闻库表
示，5G整体部署有序推进。5G标准、研
发、试验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相关运营企
业也在抓紧制定5G投资计划。

下一步，工信部将和企业一起加速产
业链的成熟，加快 5G的商用步伐，早日向

社会提供5G服务。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

黄利斌介绍，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新能
源汽车高质量发展。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优化公共充电桩布局，在更多使用环节给
予优惠措施，引导地方财政补贴向支持充
电设施建设等使用环节转换。

与此同时，工信部将建立健全安全检
查制度等，推动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安全运
行水平。提到氢燃料电池汽车和采用锂
电池的纯电动汽车，黄利斌说，这两种都
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技术路线，氢燃料电
池汽车将与纯电动汽车长期并存互补。

工业稳、网费降、新能源车看好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