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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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安稳1906一年定开公募

特供理财

新晋财富客户

理财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投资金额起点 销售日期

6月12日

至

6月18日

每年开放

91天

91天

182天

91天

182天

1万元起

5万元起（限购50万元）

100万元起（限购300万元）

20万元起（限购300万元，上月
AUM值小于20万）

300万元起
（限购600万、财私客户除外）

1年定期存款基
准利率+2.8%

4.45%（新客户）

4.55%（新客户）

4.45%

4.55%

4.55%

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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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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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崇贤星海路两层商铺出租，可做汽修、棋牌、超市

等，联系人：13023638072

商务信息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6月10日 - 6月13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最好的我们 12:40 25元

X战警：黑凤凰 18:40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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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院区：东湖南路320号 / 电话：86205588（邱
山） 86226825（北大街）88681520（东湖）

张尧生口腔

杭州保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招洒水车驾驶员
两名，要求能吃苦耐劳；工作地点：临平、老余杭
工资面议。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15382342216

招
聘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655
万元减至 3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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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2日

杭州泰鑫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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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公告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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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西路1500号未来科技城行政服务中
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姚蚕宝,许子仙 受赠人：姚建英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乐雅苑

5幢1单元1301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 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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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公告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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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西路1500号未来科技城行政服务中
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孙顺仙 葛桂松 受赠人：葛湘湘
不动产坐落 ：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富花苑 2幢 1

单元3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 6月12日

征询异议公告

遗失杭州临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
本，核准号为 J33100834206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临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为：G1033011008342060X，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馨联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浙江省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3300184130，发票号码：25072397、
25072398、25072399，声明作废。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序号

1

2

3

4

5

企业名称

杭州永利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德新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慧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远东宾馆有限公司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品质主管

外贸业务员
管培生

C#开发工程师

采购专员
出纳

外贸业务员
机修工
生产管理

房务中心文员
传菜员

宴会服务员
餐饮服务员
酒店前台
仓库主管

实验室技术员
工艺技术员

机修工
普车

待遇
面议

5K-10K/月
3.5K-5.5K/月
10K-25K/月
3.5k-6k/月
3k-5k/月
3k-5k/月
4k-7k/月
6k-10k/月

2.6K-3.3K/月
2.7K-3.3K/月
2.7K-3.3K/月
3K-4K/月

面议
5K-6.5K/月
4K-6K/月
4K-7K/月
4K-5.5K/月
4K-5.5K/月

联系人

唐女士

曾女士

祝经理

叶小姐

刘小姐

联系方式

0571-86296968

0571-89021226

13858023063

15382397327

0571-89181297

联系地址

运河街道杭信村三条坝4号
钱江经济开发区兴国路519号3幢4层

仁和街道顺水桥路三号

余杭区人民大道355号
（妇幼保健院旁）

临平振兴东路12号/昌达路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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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诚聘金融英才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商银行”）是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 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之一，总行设在浙江杭州，于 2004年 8月 18日成
立，并于2016年3月30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2005年 11月 28日，浙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正
式开业，现营业地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苑街
道人民大道 532号。十三年多来，余杭支行根植余
杭地方经济，始终坚持差异化定位下的创新服务，
积极探索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了资
产规模、业务特色、金融服务、内部管理、质量效益
等各个方面全面协调、持续稳健发展。

现因业务需要，面向社会诚聘若干风险审查经
理、公司业务客户经理、大堂经理、理财经理。我们
注重每位加盟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提供业内
颇具竞争力的薪资福利、舒适的工作环境、完善的
培训机制、成熟的晋升渠道，诚邀您的加入！

总体招聘要求：
1.负责、诚信、沟通、协作，从业记录和社会信用

良好，具有较好的团队与协同精神、沟通与交流能
力、市场与服务意识，学习与创新能力强。

2.原则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 3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3. 具有银行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熟悉商业银行

制度及操作流程者优先。
风险审查经理：
熟悉公司、小企业风险特点及授信操作要求，

具备相应的金融、财务知识。
公司业务客户经理：
1. 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及风险防范能力，熟悉

公司业务；
2.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对营销工作有热情和信

心，国际业务客户资源丰富者优先。
大堂经理、理财经理：
熟悉零售银行业务和产品，善于寻找、识别和

拓展客户，建立、维护和发展客户关系，能交叉销售
各类产品，为个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和身份证、学历及学位证
书等相关复印件发送到电子邮箱：yanping_yh@cz⁃
bank.com. 联 系 人 ：阎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
0571-89188096。简历请注明应聘字样，经初审合
格者将通知面试，未录用人员材料我行给予严格保
密。

关于举办余杭区文化馆少儿书画暑期体验班的公告
为了丰富少儿暑期生活，培养文艺新苗，提升

文艺素养，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职能，余杭
区文化馆将于2019年7月1日至5日举办余杭区文
化馆少儿书画暑期体验班。每日上午9:30至11:15
书法培训；下午 2:30至 4:15美术培训；每班各招 15
名学员。不收取任何费用。学员要求 2003年 1月
至2012年8月间出生，限余杭户籍，性别不限，有一
定书画基础者优先。

有意参加培训班的学员请于2019年6月27日
上午 9:00赴余杭区文化馆报名面试。报名请携带
户口本，1寸照片 2张。面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培
训。面试地址：临平木桥浜路120号（文化广场）余
杭区文化馆五楼会议室。

咨询电话89283101。
杭州市余杭区文化馆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停电预告
2019-06-13 08:40-14:40 太平H547线胜利分

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双溪村化城胜利、双
溪村化城红旗、化丝公司一带；08:40-14:40 塘埠
H257线件坞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塘埠
村俞家口、塘埠村许家口一带；08:40-14:40 塘埠
H257线件坞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赐壁
村件坞一带；08:30-17:00 武丘开关站北郊G107线贝
林房产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贝林房
产小区一带；08:30-17:00景城开关站乔莫G064线安
置房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
司安置房小区、迎宾安置房小区、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乔司站、仁龙建设基建工地一带； 08:30-17:00 晴彩
开关站三桥G652线东湖 2#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连接线路灯、东湖村委、东湖村
8组、东湖村4组、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一带；08:40-13:
40 玉琮H443线张吴村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
渚街道：张吴村、张吴村2一带；08:00-16:00 湖 潭
开关站 I段亭镇G030线亭趾菜场分支箱分线：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亭趾菜场、北桥头一带；08:

20-11:50南车G842线南车路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崇贤街道：北庄村马家圩、北庄村南车路、北庄村
村委北、北庄村周家潭西、北庄村南周家潭、北庄村北
周家潭、北庄村外海头、北庄村外海头南、杭州金谷酒
业有限公司、崇贤镇山后路村(东旺塘机埠）、浙江宸轩
透平机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亚诚包装有限公司、杭州
狮龙化纤有限公司、一带；08:20-15:20 万兆G271线
酒厂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山村酒
厂、杭州余杭云会科杰铸造厂、杭州华馨家纺有限公
司、杭州创嘉印刷文化有限公司、杭州松井包装有限
公司、杭州欧创布艺织造有限公司、杭州九龙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一带；08:40-16:30 环保H606线道班分
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凰岭金阳
化工厂、瑞达交通公司一带；08:40-16:30 仇加 H713
线仇加H7133开关-仇加H7130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余杭街道:未来府小区一带；09:40-15:40 毛
园H265线瑞达石矿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
镇：瑞达石矿公司、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一带；

取消：2019-06-13 08:40-14:40毛园H265线瑞
达石矿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瑞达石矿公
司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8613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