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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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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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4月24日 — 4月26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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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预告
2019-04-25 10:00-17:00吴灵H654线下路桥令

克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吴山前村下路桥一
带；12:30-17:30铁矿H726线金泽公寓分线开关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金泽公寓、万胜房产建设
工地一带；07:20-15:20砖瓦厂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白石坞、王位山村陆家庄、王位
山村干山坞、王位山村砖瓦厂、浙环机械配件公司、国
隆加热设备公司、爵典家居设计公司、四合冲压（泰兴
家具）公司、泰兴家具公司、王位山村太平山一带；07:
20-15:20古城H5574线小古城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径山镇：锦程实业公司、小古城村一带；08:30-14:
00泉庄G0351开关-泉庄G0352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运河街道：南横港农居点一带；08:20-15:30水
北G207线三文村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三文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余杭分公
司、杭州华龙冷轧带肋钢筋有限公司、杭州豪侃制线
厂、杭州顾一碗实业有限公司一带；08:40-16:30国
文H893线后殿环网站高运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中泰街道:杭临轻轨八标 2#基建工地、中桥村
后殿污水处理厂一带；07:40-17:40秋荷H376线：郡
南开关站Ⅱ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大雄
寺、交通局路灯变一带。

86130111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公 告
杭州帝发物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帝发物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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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9年4月24日

杭州余杭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浙江省通用定额发
票，代码：133011670924，号码：09294101-09294150；
浙江省通用定额发票，代码：133011370924，号码：
01156551-01156600、01156901-01156950：浙江省旧

遗失启示

招聘：种植牙手术护士、管理、口腔医生、护士、财务。
邱山院区：临平邱山大街271号（靠景山路南路口）
北大街院区：临平北大街167号（大红鹰超市斜对面）
电话：86205588（邱山）86226825（北大街）

张尧生口腔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玖玖国
际财富中心 1幢 902室，现买受人陈丽娟前来我
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陈丽娟原港澳台身
份证：Q224450446,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
居住证：830000195112220022，以上号码均指向
同一人。对上述情况有异议者，限于公告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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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
成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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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于公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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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汉炉 受赠人：章云算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海珀

雅苑5幢1单元1101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4月24日

关于许庄路、溪望路道路通车的通告
经建设单位申报，许庄路、溪望路道路已符合通

车要求，将于近期通车运行。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
安全和畅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杭州未来科技城溪望路（良睦路——创远
路）、临平新城许庄路（汀城街——永乐路）道路于
2019年4月26日正式通车。

二、道路通车后，涉及货车等车辆的通行组织，
根据《余杭区临平城区货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
告》有关规定实施。

请过往行人、车辆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行，并服
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4月24日

南京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余杭区世纪大道176号

联系电话：86238899、89356520

南京银行未来科技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地址：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号

联系电话：88669959、88669881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理财管理计划1号

理财管理计划2号

特供理财

保证收益型

理财期限

每月开放

每周开放

1101天

92天

92天

大额存单
（3年）

美元一年定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上期年化收益4.62%

上期年化收益4.43%

6%

4.50%（新客户）

4.60%（新客户）

4.18%

2.8%/3.6%

投资金额起点

1万元起

1万元起

30万元起
（针对300万资产客户）

5万元起（限购50万元）

100万元起
（限购300万元）

20万元起

3000/10000美元起

销售日期

5月7日至
5月13日

每周开放

4月23日至
4月28日

4月24日
至

4月29日

版临时发票（收款收据),代码：133011269936、号码：
00732626，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审计局食堂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准号为 J3310011854503，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吉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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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方证实金正恩将访俄并会晤普京
朝鲜中央通讯社 23日报道，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应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邀请，“即将”访问俄罗斯并会晤
普京。

这是朝鲜官方媒体首次证实金正恩
将访俄，但没有报道访问具体日期和地
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22日说，普京4月底以前将会晤金正
恩。

俄方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发布俄朝
领导人会晤的日期和地点。多家媒体推
测，金正恩和普京可能本周在俄罗斯远东

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
一名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记者，来自朝鲜的2架飞机23日早
晨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座机场；按照
先前计划，来自朝鲜的飞机原本应该只有
一架。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大
约 30名朝方代表走下飞机，乘车离开机
场。

韩国媒体 23日报道，朝方安全保卫
人员据信乘坐飞机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为朝俄领导人会晤作准备。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
部长、劳动党书记室室长金昌善 21日出
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是筹备两国领
导人会晤。

佩斯科夫 19日告诉媒体记者，双边
关系、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地区合作将是俄
朝领导人磋商主题。美联社 22日报道，
普京和金正恩可能谈及俄朝经济合作，涉
及煤炭、电力、投资和基础建设等。

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俄罗斯与朝鲜
边界大约 130公里。已故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 2002年访问俄罗斯远东并在符

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
金正恩与普京会晤将是朝俄领导人8

年来首次。两国领导人上一次会晤是在
2011年 8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
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与
金正日会晤。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去
年 5月访朝时向朝方转交普京信件，邀请
金正恩赴俄访问。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此次会晤“封闭
性”较强，截至目前，还没有展开媒体报名
工作。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国际关注

拒交财务记录
特朗普起诉民主党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2日起诉国会众
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伊
莱贾·卡明斯，以期阻止后者发传票索要特朗
普的个人财务记录。

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试图调查特
朗普及其财务状况。美联社报道，这起诉讼是
特朗普与民主党人斗法加剧的最新战线。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向首都华盛顿一家联
邦法院提起诉讼，认定卡明斯的传票“无效且
不可执行”，缘由是这一行为“没有合法的司法
目的”，旨在曝光特朗普私人财务信息，以便民
主党人利用，“作为现在和 2020年选举中反对
总统的政治工具”。

卡明斯上周发出传票，要求特朗普和特朗
普集团长期雇用的玛泽会计师事务提供他8年
来的财务文件，理由是当事人涉嫌出于不正当
目的虚报财务状况。

卡明斯22日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特朗普的
诉讼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无法阻拦经国会
正式授权的传票。按照他说法，“试图用毫无
依据的诉讼打击对手”是特朗普的一贯招数。

7

据朝中社报道，应普京邀请，金正恩
即将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举行会谈。有
分析指出，如今正值朝美对话再陷僵局，
朝俄领导人会晤选在此时举行，朝方意在
寻求俄方政治和经济支持，俄方也欲借机
加强在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去年俄方曾多
次邀请金正恩访俄，但出于对美俄关系、
当时朝美互动等因素的考量，金正恩一直
未能成行。金正恩选择此时访俄，主要有
两大考量：

其一，这与朝美对话陷入僵局有一定
关联。去年以来朝鲜外交重心是朝美关
系，但今年 2月河内“金特会”无果而终，
朝鲜对美失望。此时访俄也是有意向美
释放信号——朝鲜还有俄罗斯这张牌。

其二，此举也有发展朝鲜经济的考

虑，即希望在国际制裁未松动的背景下从
俄方得到更多经济支持、发展朝俄合作。

此外，俄朝有着传统友好关系，加强
高层往来、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符合两
国利益。

（新华社）

金正恩此时会晤普京有何考量

新闻延伸

特雷莎·梅相位
受到党内“草根”挑战

英国媒体报道，保守党内“草根”人士正酝
酿对首相特雷莎·梅发起一次前所未有的不信
任投票，显现这一英国执政党党内要求她辞职
的呼声日益高涨。

英国广播公司 22日报道，超过 70名保守
党地方团体负责人不满首相处理英国脱离欧
洲联盟事务的方式，呼吁在保守党全国大会期
间召开特别会议，对特雷莎·梅发起不具约束
力的不信任投票。

各地方团体负责人等大约800名保守党人
士将参与投票。依据保守党规则，特别会议须
由超过65名地方团体负责人请愿方能召开，请
愿人数现在已经符合要求。据信这是保守党
首次启动这一程序。

据英国《卫报》报道，保守党地方团体发起
的不信任投票定于下月举行。多家英媒报道，
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党议员组织“1922委员会”
持续向特雷莎·梅施压，要求她给出确切离任
的时间。 （均据新华社）

美国5月停止豁免伊朗原油进口方

美国白宫 22日声明，先前给予一些伊朗原油
进口方的制裁豁免5月1日到期，美方要将伊朗原
油出口“清零”。

按照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说法，美方作出这
一决定缘于全球原油市场状况好转。只是，美方声
明当天，国际原油价格涨至6个月以来高点。

白宫在声明中说，总统特朗普正在采取行动，
以期将伊朗原油出口量降为零，削减伊朗的主要收
入来源，对伊朗政府继续施以“最大程度压力”。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同一天在记者会上说，伊
朗每年原油出口收入为大约500亿美元，美方打算
斩断伊朗政府的“收入生命线”。

美方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同年
8月和11月分两批恢复对伊朗制裁，试图封杀伊朗
原油出口，但11月给予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为期6
个月制裁豁免。路透社报道，美方恢复制裁使伊朗
原油出口从每天超过250万桶降至大约100万桶。

蓬佩奥警告，自5月2日起，继续进口伊朗原油
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美方制裁。

伊朗外交部22日晚些时候声明，美方制裁“非
法”，伊方正在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伙伴”
磋商与制裁豁免终止相关事宜。

图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