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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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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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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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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14 08:40-16:40 苕溪H522线路灯基
建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苕溪城市建设
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停电预告

商务信息

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职工文体活动场所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

司职工文体活动场所改造项目已在2019年6月11日
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工委会上经工
委委员讨论后通过，资金来源为自筹 100%，建设单
位为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及施
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以推动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

限公司职工文化阵地建设为主要目标，以改造、升
级、提高为基本定位，对空间功能布局进行优化，相
关硬件设施进行更新，满足职工日常文体活动，进一
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

2.2项目改造面积约 1514.7平方米。其中三楼
改造面积约1269平方米；七楼改造面积约192.4平方
米（含一个小房间）；十楼改造面积约53.3平方米。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
3.1注册地在杭州市范围内的具备建筑装饰专

项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企业。

3.2拟派主设计师必须有类似项目设计业绩，拟
派建造师必须具有贰级建造师资质，并具有类似项
目施工业绩。

3.3实际工程开展过程中主设计师、建造师必须
与投标报名时所确定的设计师、建造师一致。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报名所需资料及报名时间和地点
4.1有意参与本次投标的单位，报名时须随带以

下资料：
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合一证照）、企业

资质证书、拟派主设计师类似项目业绩证明及简历、
拟派建造师注册证（或资格证）及类似项目业绩证明
和简历（复印件加盖公章）。

4.2报名时间：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7月16
日（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30）。

4.3报名地点：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68号云裳
公寓1幢2楼

5.联系方式
招标人：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地 址：余杭区南苑街道藕花洲大街398号
联系人：蒋若蓉 电 话：0571-51229566
招标代理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68号云裳公寓 1

幢2楼
联系人：宣智铭 电 话：0571-85091612
招标人：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2019年7月13日

计划：
2019-07-19 08:30-17:00 葛家 7

组 4#变令克上引线（带电作业拆除）: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乔司街道：葛家车村7组一带。

2019-07-22 08:40-15:40 赛淘开关站铁矿H726
线永乐新村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
林永乐新村一带；08:30-17:00 外乔变新万G195线改
线路检修航五G19511开关改冷备用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乔司街道：中德电器厂、航海骏工贸公司一带；
12:00-17:00 荷花开关站 I段星火G754线商铺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玖玖国际商铺一带；
08:40-14:00 长岗 H706 线长岗 H7064 开关 -竹园
H712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义桥村郎
宅五组、义桥农居点基建工地、义桥村周家岭、天宝蚕
种、润泰水泥、上湖村严家弄西、义桥村西杨梅岭、竹
园村壬子弄、竹园村盛弄一带；08:40-16:30 长岗H706
线盛弄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竹园村盛
弄一带。

2019-07-23 13:40-17:40 彭凤H508线农场豆角
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石濑村农场豆角
一带；蛋鸡H506线费家头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瓶窑镇：石濑村费家头一带；彭凤H508线毛山桥 2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石
濑村毛山桥一带；彭凤H508线凤都

药渣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药渣处
理场、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一带；08:30-17:
00 洪福G904线方桥 5组分线开关改冷备用：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方桥村 5组、方桥村 9组一
带；08:00-16:00 荷花开关站 II段春荷G763线商铺
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玖玖国际商铺
一带；08:20-11:50 独山G137线龙旋村公变站分线：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龙旋村山前农居点一
带。

2019-07-24 08:30-17:00 洪福8组变令克开关改
冷备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洪福村8组一
带；高明开关站三鑫G063线高明玻璃分线改线路检
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高明玻璃厂一带。

2019-07-26 08:00-16:00 三原开关站 II段中大
G884B线改线路检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
浙江中大元通实业有限公司；08:40-16:30 云峰H872
线上坑坞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南湖
村上坑坞、南湖村市坞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30111

停电预告

公 告

杭州蕞雅服饰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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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遗失启事
遗失杭州南诗名燕服饰有限公司工资保证金专户 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L3310006299701，声明
作废。
遗失郑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名仕苑3幢2单
元 501室房产的契证，证号为 3301252014012348，声
明作废。
傅超锋遗失残疾军人证，号码为浙军A023076，声明
作废。

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往澳大利亚
的客机 11日在太平洋上空遭遇强气流，
37人受伤，紧急降落在美国夏威夷州。

这架波音 777—200型客机搭载 269
名乘客和 15名机组人员，原计划从加拿
大城市温哥华飞往澳大利亚城市悉尼。
加拿大航空发言人安杰拉·玛说，客机经
过夏威夷上空2个小时后遭遇一股“毫无
预兆且突然的强气流”，随后备降夏威夷
州首府檀香山。

乘客卢克·惠尔顿告诉檀香山新闻电
视台记者，大约一半乘客当时没有系安全

带：“没有警报，一半乘客的头撞上了（客
舱）顶板。”

“飞机往下掉，我们遇上强气流，”乘
客斯蒂芬妮·比姆告诉美联社记者，“我醒
来后查看孩子们是否系着安全带，然后真
的看见（乘客的）身体在客舱顶部。”

这起事故造成 3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受伤，包括儿童和老人。30人落地后被送
往医院，其中9人伤势严重。檀香山应急
服务部门发言人谢恩·恩莱特说，乘客中
一些人被划伤和撞伤，一些人颈部和背部
疼痛。 （新华社）

责任编辑：杲 杲

一名韩国高级官员 11日说，美国方面
愿意就日本对韩国施行出口管制举行三方
会晤。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安保室第二次长金
铉宗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告诉韩国媒体，
韩国和美国方面对举行三方高级别官员会
晤“非常积极”，希望寻求“建设性方法”；而
日方“看似有些消极”，“没有答复”。

韩联社援引金铉宗的话报道，美方希望
借助一名高级官员访问亚洲的机会，举行三
方会晤。

金铉宗拒绝披露他所说美方高级官员
是否是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戴维·史迪威，后者正在日本访问，预定下
周访问韩国。

日本政府本月初开始对 3种半导体制
造业重要材料出口韩国施行管制。韩方指
认日方的做法是“政治报复”“经济制裁”，缘
于韩国法院判处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遭日方强征的韩国劳工。

韩方决定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包括寻求
美方介入。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10日晚

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通电话，说日方
举措不仅有损韩日关系，而且波及韩美日三
边合作。

金铉宗 10日会晤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
米克·马尔瓦尼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1日
会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12日
将会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查尔
斯·库珀曼。

金铉宗 11日说，美方希望这两个亚洲
盟友共同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案。韩联社援
引他的话报道，莱特希泽在会晤中说，如果

美方找到有助于解决化解争议的方法，会告
知韩方。

除金铉宗，韩国外交部双边经济外交局
局长金希相也在美国访问，11日会晤2名国
务院高官。金希相在会晤后告诉媒体记者，
他们“充分讨论日方强化出口管制引发的各
种问题”，美方“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事件，
理解它的严重性”。

金希相说，他预料美方不会扮演仲裁者
角色，但美方意识到问题严重且认为事态不
应恶化本身就有意义。他披露，韩国外交部

和产业通商资源部正共同制定应对战略，前
者将向美国国务院和安全部门、后者将向美
国经济部门阐述韩方立场。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
俞明希预定最早下周访美，就日方出口管制
与美方磋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11
日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
友，美方“将尽一切努力，台前和幕后同时着
手，强化双边和三方之间的关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韩方说美方愿举行美韩日三方会晤

加航客机遇强气流致37人伤

环球视野

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 美国总统
特朗普 11日在白宫宣布，放弃在 2020年
美国人口普查中询问公民身份。

特朗普同时表示，他的立场没有“后
退”，只是另辟途径，通过行政令指示联邦
机构使用现有数据库向人口普查局隶属
的商务部报告相关统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月裁决，暂时禁
止在 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上增加受访者

是否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问题。此后，特
朗普表示不会放弃这一努力，要求司法部
寻找新的法理依据。

特朗普政府一再表示，在人口普查中
询问公民身份，是为了更好地落实《选举
权法》。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
西则批评说，特朗普政府此举致力于“使
美国重新变白”。

特朗普政府放弃在人口普查中询问公民身份

新华社莫斯科7月11日电 克里姆林
宫网站 11日发布声明说，俄罗斯总统普
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电话，就
乌克兰东南部地区问题进行磋商，并讨论
了俄乌双方释放扣押人员等事宜。声明
说，俄乌总统表示愿通过“诺曼底模式”继

续进行沟通。这是两位领导人首次进行
电话交谈。

“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年6月，当
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 70周年，邀请
俄罗斯、德国、乌克兰首脑在诺曼底就乌
克兰局势进行了磋商。

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通话尼泊尔一架客机冲出跑道尼泊尔一架客机冲出跑道
这是这是77月月1212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

布万国际机场拍摄的冲出跑道的客机布万国际机场拍摄的冲出跑道的客机。。
当日当日，，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

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机上乘客无机上乘客无
人伤亡人伤亡。。 ((新华社新华社))

苏丹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过渡军委
会下属安全委员会主席贾迈勒·奥马尔·易
卜拉辛宣读声明，说国家情报与安全局7名
现役军官、5名退役军官和 4名士兵试图发
起兵变。

易卜拉辛没有披露那些人的姓名、军衔
和其他个人信息，没有披露兵变和军方行动
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仅说军方正在追查兵
变主谋和其他涉事者的下落。他说，兵变旨
在破坏过渡军委会与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
革联盟”新近达成的政治协议。

军方和反对派 5日凌晨达成过渡期政
治协议，同意组建“联合主权委员会”，作为

国家过渡时期治理机构在“三年或更多一点
时间”内由军人和文官轮流领导。

法新社报道，过渡军委会宣布挫败兵变
当天，军委会与自由与变革联盟代表在首都
喀土穆一家酒店磋商政治协议细节。一些
消息人士说，双方代表11日晚开始磋商，直
至12日凌晨，同意13日继续磋商。

按照双方构想，联合主权委员会将包括
5名文官和5名军方人士，第11人是文官，由
过渡军委会和自由与变革联盟共同推选。

另外，双方同意组建由技术官僚组成的
政府，推迟组建立法委员会，设立独立委员
会调查民众示威中的伤亡事件。

苏丹国防部长伊本·奥夫4月11日推翻
总统奥马尔·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设立过渡
军委会。军委会和反对派一度就 3年过渡
期和过渡期国家权力架构达成一致，但就过
渡国家治理机构人员组成和由哪一方主导
等事宜难以弥合分歧。过渡军委会6月4日
推翻与反对派达成的所有协议，宣布9个月
内组织选举；次日转变态度，向反对派提议
不设前提恢复对话。

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为打破僵局提
出调停方案，斡旋双方恢复对话。过渡军委
会和反对派代表3日至4日重新开始对话，5
日宣布达成协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苏丹军方挫败兵变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11日宣布挫败一场兵

变，逮捕至少16名现役和退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