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初，以“漫游南
沙”为主题的动漫沙雕
主题展在浙江省舟山市
朱家尖南沙景区沙雕公
园内开始进入创作，来
自国内外的 30余名沙雕
师创作 50余座动漫主题
的沙雕作品。本次沙雕
展将在 7月 19日正式开
展，让游客在欣赏风格
各异的动漫沙雕作品之
余，还能感受东海之滨
“碧海金沙”的山海风
光。 （新华社）

浙江舟山：“碧海金沙”朱家尖打造“沙雕动漫王国”

这是7月11日拍摄的朱家尖南沙景区沙雕公园
内正在创作的沙雕动漫区（无人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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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卿帅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卿帅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会（张明清）己决定解散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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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建设主体：杭州宝晋置业有限公司
对外宣传名：宝龙城市广场
位置：绿汀路与余杭塘路交叉口，原仓前工业园区内
土地性质：商业商务用地
可否预销售：该项目无预售证，不得预售及预分割转让。
可否分割转让：该项目须在整体竣工备案后，由企业提

出申请，经属地及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分割转让。
如发现该项目有擅自预（销）售、预分割转让、以租代

售、违规发布含有公寓等居住功能的广告词等行为的，可
向相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571—86164110（余杭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0571—88600687（市场监管局未来科技城
所）；0571—88607917 88607979（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
园）管委会）；0571—88611231（仓前街道办事处）。

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未来科技城所
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委会

余杭区仓前街道办事处

温馨提示：该项目为非商品房项目，不纳入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范围，私下预购，交易存在风险。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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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电预告
计划：
2019-07-13 08:40-16:40瓶仓大道总分线 17号

杆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崇化村北棋
盘、崇化村中棋盘、崇化村邱家坝一带；2019-07-13
08:40-14:40东莲H536线南村 2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瓶窑镇：凤都村南村、凤都村南村、杭州凤都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凤都村北村、凤都村李家斗、凤都
村中村、杭州申亿建设有限公司一带；2019-07-13
12:40-14:40东莲H5363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瓶窑镇：凤都村南村、杭州凤都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凤都村北村、凤都村李家斗、凤都村中村、杭州
申亿建设有限公司、太璞苑、香格里拉一带；
2019-07-13 12:40-14:40香格H5213开关后段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海策公司、北砖公司、新湖专
变、新湖香格里拉一带。

2018-07-19 08:00-14:00污水泵站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杭州宜德锦精密机械、杭州远
博塑料有限公司、开发区污水泵站一带。

取消：
2019-07-18 08:00-12:00 丰盛H595线塘家门分

线移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吴家门、吴家
门2、上坝儿、上坝儿2、上坝儿张家门、塘家门、塘家门
北一带；2019-07-18 08:00-10:00 庆丰H588线孟家
湾分线 12#杆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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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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河村解放桥南、行宫塘村解放桥、百家香卤味店、行
宫塘村柴家斗北、行宫塘村柴家斗一带。

2019-07-19 08:00-14:00 庆丰H588线叶家角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东塘河村中家塘、
东塘河村中家塘2、叶家角、叶家角2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86130111

遗失启事
杭州瑞地食品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曹荣根就业援助证，号码为Y190547152，声明作
废。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2019年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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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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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倪 珺

关于2019年仁和街道“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施工期间
交通组织的通告

因 2019年仁和街道“四好农村路”建设项
目施工需要，为确保辖区内道路交通有序、安
全，仁和街道将在施工期间调整辖区内相关交
通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1月15日对
规划内的40条道路、累计31.753公里全面进行
施工。请相关区域内的交通参与人注意交通
安全，遵从施工安排，听从现场管理人员交通
指挥；由于施工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余杭区人民政府仁和街道办事处
2019年7月12日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7月12日-7月15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狮子王 3D 12:35 25元

命运之夜 14:30 25元

素人特工 18:35 30元

扫毒2 3D 20:20 30元

2012年，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执
法人员在日常检查执法和举报投诉处理中，对张
志龙的涉案现金4600元进行暂扣。案发至今，张
志龙未来我局接受处理，同时该款项产生银行利
息74.71元。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
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公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请张志龙持有效证
件到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乔司市场监管所（乔
司街道乔井路78号）接受调查处理并领取有关款
项。上述款项共 4674.71元，如逾期无人领取，本
局将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上缴国库。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7月10日

无主财物处理公告

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体量庞大且
前景看好的中国零售市场吸引全球巨头逐
鹿。“老朋友”们纷纷加大在华投入的同时，

“新面孔”也接踵而来。
作为全球领先的家具及家居用品零售

商，进入中国市场 21年的宜家集团近日宣
布，在上海设立“宜家中国数字创新中心”，
以适应中国零售市场的数字化发展趋势。

宜家中国数字创新中心总监凯文·李透
露，中心将聚焦3D服务设计、移动端解决方
案、APP（手机软件）设计与开发、社交媒体、
大数据应用、店内顾客体验等领域的创新，
在优化已有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同时，探索全

价值链上的更多数字化创新可能。
自 1998年首家商场落子上海以来，宜

家一直视中国为其全球版图中最重要的组
成之一。目前，宜家在华布局涉及产品设
计、测试、生产、采购、仓储及配送、零售、置
业等各个领域，中国成为宜家除瑞典本土以
外唯一拥有完整价值链的市场。

数字创新中心落户中国，对宜家而言有
着特殊的意义。“从数字化发展的角度观察，
中国市场领先于宜家的其他市场，这也是我
们选择在这里建设数字创新中心的原因。”
宜家集团全球高级数字技术总监亚历克斯·
易说，宜家希望这个中心的创新成果不仅服

务于中国市场，更能引领宜家全球化数字战
略。

和宜家一样，不少深耕中国零售市场多
年的国际巨头也加快了在华布局的步伐。6
月末，沃尔玛旗下会员制商超山姆会员店在
上海青浦区开出了其上海第二家、中国第26
家门店。按照其计划，到 2022年底中国将
有40至45家山姆会员店开业或在建。日本
家居连锁店NITORI集团披露的发展规划显
示，2032年其全球店铺总数将达到3000家，
其中三分之一布局于中国大陆。

除了这些“老朋友”，一些“新面孔”也开
始在中国零售市场亮相。作为全球最大的

会员制仓储卖场，开市客（Costco）首家中国
门店将于8月在上海开业。

作为备战中国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
Costco近日在上海宣布与平安银行达成战
略合作，携手发行平安银行Costco联名信用
卡，并推出“多利金”消费奖励计划。Costco
亚太区总裁张嗣汉表示，希望借助平安银行
在消费金融领域的成熟经验，共同探索中国
的消费新场景。

继2017年以线上方式“试水”中国市场
之后，一个多月前,德国零售巨头奥乐齐
（ALDI）选择上海开设了两家试点店。为了
迎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门店甚至“入乡随

俗”地引入了微信小程序和扫码购。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
亿元，较上年增长 9%。这些数字显然对海
外零售商们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中国消费者尝试新事物的意愿非常强
烈。宜家将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市场，分析消
费者的痛点，并尝试开发包括数字化在内的
新技术、新工具来提升客户的体验。”亚历克
斯·易说。这，或许正是全球零售巨头逐鹿
中国市场的制胜之道。

新华社成都7月11日电 良渚古城遗
址近日申遗成功，而就在良渚地区 1000多
公里以外、时代约1000年以后的古蜀金沙，
有一件来自良渚的十节玉琮，揭示了长江流
域这两大文明中心跨越千年的“缘分”。

2001年冬天，在成都西郊金沙遗址的
考古工地上，一件十节玉琮的出土，令全场
考古队员为之振奋。其高度大概有20多厘
米，表面分布着几块颜色较深的玉石斑纹，
好似水墨画里出现的山峦。

更让人惊奇的是，考古学家经过研究发
现，无论从材质、形制、工艺，还是纹饰等方
面，这件十节玉琮很可能来自长江下游的良
渚古城。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器不少于
7000件，玉琮是其中的典范。为何与良渚
距离千里之外、间隔千年之后的金沙遗址，
会出土一件与良渚文化“同宗同源”的十节
玉琮呢？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推测，很可
能是历史上一些良渚人向长江上游的成都

平原迁徙的结果。他们不仅带来了十节玉
琮这样国宝，也带来了良渚的文化。长江流
域的良渚文明与古蜀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交
流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
分。

据了解，近年来古蜀文明遗址申遗步伐
正在加快，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古蜀船
棺合葬墓，已经作为古蜀文明遗址一起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良渚文明与古蜀文明跨越千年的缘分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实行快递绿
色包装治理能减排多少垃圾？据初步测
算，每年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约 2.07
亿条。这是记者 11日从国家邮政局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到今年年底，快递电子运单使用率
达到 95%，50%以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
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70%，在1万个
邮政快递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
装置。”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冯力
虎说。

冯力虎介绍，按照“绿色化、减量化和
可循环”的目标原则稳步推进快递绿色包
装治理，目前已经初现成效。在包装绿色

化方面，企业研发了可降解包装袋、生物
基材料包装袋、无胶带纸箱等。在推进包
装减量化方面，推广使用电子面单、减少胶
带使用等。在促进包装循环利用方面，一
批可循环中转袋，可循环、共享式快递盒等
新型封装用品用具正在加快推广应用。

据国家邮政局组织测算，在包装箱方
面，快递与电商分别占比 33%、67%；在塑
料袋方面，快递与电商分别占比 44%、
56%；在胶带方面，快递与电商分别占比
62%和38%。冯力虎表示，目前电商、快递
企业协同治理包装的机制还不健全，来源
于电商的包装占比较高，实现绿色包装需
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

快递包装治理每年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编织袋超2亿条
教育部15日将全面启动2019年全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

全面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服务

新华社兰州7月11日电 记者 10日从
教育部在兰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
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将于 7月 15日
全面启动，并确保助学贷款“应贷尽贷”。同
日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也将全面开通。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生源地助学贷款，第二种是校园地助学贷
款。贷款标准是本专科生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研究生不超过12000元。

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希原
介绍，为进一步方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办
生源地助学贷款，今年 5月份开始，全国各
地陆续组织高中学校开展了生源地助学贷
款申请，大大减少了学生办理贷款时的程序

和时间；不少交通不便的山区、牧区，以及贷
款学生数量较多的县、市（区）将贷款受理点

“下沉”至乡镇，把助学贷款办理点前移到学
生“家门口”。

陈希原表示，目前，各地正在推行合同
电子化、错峰受理、分散受理、手机及网上预
约办理等创新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助学贷款
的受理效率。

此外，记者从教育部在兰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15日将全面开通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电话，为学生和家长解疑释惑、排
忧解难，为莘莘学子顺利入学保驾护航。

据介绍，自2005年起，教育部每年暑期
都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这是教育部

连续第 15年开通该热线电话，今年具体开
通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12日。

教育部在开通热线电话期间，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各中央部署高校，也同时开通热线电
话，受理学生、家长的咨询和求助。

教育部提示广大学生和家长，咨询政策
和反映问题，可拨打教育部高校学生热线电
话。高校入学新生和家长还可通过全国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
公众号等渠道查询高校学生国家学生资助
政策及相关规定。

时事播报

从“老朋友”到“新面孔”

全球零售巨头逐鹿中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