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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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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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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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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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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和平、康水坤
受赠人：康银凤、康金凤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安

景苑12幢1单元1703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8 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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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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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和平、康金凤、康银凤
受赠人：康玉凤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安

景苑12幢1单元401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8 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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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月
受赠人：周向荣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早安

公寓5幢1单元1203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8 月14日

征询异议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下午2时在杭

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 3楼杭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余杭分中心二号开标室举行拍卖
会，项目编号（ YCQ-2019-056）。

一、拍卖标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超山风景区北
园（金石厅）房屋十年租赁使用权，建筑面积约 432
㎡。第一年租金起拍价为98000元，参拍保证金10万
元。第三年起每年年租金按上年度年租金递增5%。

二、竞买人条件：在浙江省内工商注册的企业或
个体工商户。该房屋仅用于经营餐饮、会议服务使
用。

三、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有
意竞买者向交易中心银行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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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原件和法人代表或
经营者身份证原件（如有委托携带委托书及经办人
身份证原件）及银行出具的保证金递交函至余杭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办理报名(周末、节假日除
外)。保证金须确保在 2019年 8月 20日 15时前到达
指定帐户。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8月 20
日16时止。

四、拍卖公司咨询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河南
埭46号永信大楼七楼701

联 系 方 式 ：0571-86245168、13968097729、
13454780203。

杭州永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兹有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夏宫花苑
西荷院 12幢 2单元 3904室，现买受人郭倩倩（身
份证号码412727198902135522）前来我中心申请
办理不动产登记。根据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
法院(2014)城民一初字第 2412号民事判决书，郭
倩倩婚姻状况为离异后未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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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征询异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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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利奇马”
已致1288.4万人受灾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
美国会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针对媒体
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不可接受”“北京侵
蚀港人自治和自由”等错误言论，外交部
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13日表
示，美国会有关议员无视事实，颠倒黑白，
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政府，向极端
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者
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危险

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
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碰“一国
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
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但对香港却故
意选择性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重、文
明执法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会
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
偏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 22年来，“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切实

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做
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和自
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也从 1996年
的 60多位大幅跃升到 2018年的第 16位，
高于美国目前的全球排名。铁一般的事
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难道
香港彻底沦为“暴力之都”才是他们乐见
的结果？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自治和自
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

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人都不
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
荣稳定的坚定决心，都不要痴心妄想我们
会屈服于外国干预势力的威胁与压力。
我们强烈敦促美有关政客恪守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绝大多数香港市
民反暴力、护法治、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
正位置，认清形势，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
划清界限，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
内政。

新闻延伸

香港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仍有大量航班被取消

记者 13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
16时，台风“利奇马”共造成浙江、上海、江苏、
山东、安徽、福建、河北、辽宁、吉林 9 省市
1288.4万人受灾，20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据统计，此次台风还造成 1.3万间房屋倒
塌，11.9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996千公顷。各地 4.2万余名消防指战员共参
加抢险救援6382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移被困
群众12447人。

8月 13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台
风“利奇马”后期防御救援救灾工作，强调台风

“利奇马”虽已停止编号，但强降雨带来的危害
依然很大。东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要
细化实化工作措施，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包保
责任落实到村到户到单位，进一步排查灾害风
险点，防范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据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13日上
午，香港国际机场恢复运作。香港机场管
理局表示，13日早晨6时起实施航班重新
编配，陆续恢复航班起降，但航班起降仍
受影响。

香港机管局网站显示，截至 13日 15
时，香港国际机场已取消约 370班当日抵
港及离港航班。机管局建议旅客出发前
往机场前，通过香港机场的网站或“我的
航班”移动客户端了解最新航班情况。

12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公众集
会未经批准，导致机场全面停止运作。受
非法集会影响，香港机管局 12日下午宣
布取消香港国际机场当日剩余航班。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指
出，香港国际机场是在全球客运量排名第
三的国际航空枢纽，每天有接近 20万名
旅客进出，这次的事件令香港付出沉重代
价。

陈帆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空
枢纽，占香港出入口贸易总额 42%，为超
过 80万人提供生计，在香港经济的长远
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经过很
多年香港人打拼而得来的。失去是相当
容易，但重建却是非常困难。”陈帆呼吁在
场人士尽快离开香港国际机场，让香港的
民航事业可以继续运作。8月12日在机场滯留的游客

林郑月娥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 13日表示，大规模恶意
破坏行为如果持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
身碎骨的深渊”。她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
力、维护法治，待社会恢复平静后真诚对
话、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郑月娥
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过去一星期，
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在香港各区蔓延，包

括堵塞铁路、瘫痪机场、围堵过海隧道、攻
击各区警署等，使市民出行和上下班受到
影响。有人使用汽油弹、烟雾弹等升级武
器攻击警务人员，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的名
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目无法纪，
损害香港法治。这些破坏行为让香港社
会陷入慌乱局面，很多市民担心能否正常
上班上学，也有很多人周末放弃外出消费

和会友。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而大规

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机关，鼓吹仇
警、黑警言论，利用一些未经证实的图片、
短片恶意攻击警务人员，甚至将攻击蔓延
到警员家属。她强调，香港警队是香港法
治的重要支柱。这种将警方与市民摆在
对立面的做法，对香港完全没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开放、

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如果暴力持
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七伤，要复原需要
漫长时间，700多万人的安居乐业、生活稳
定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乱、
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香港经济复
原，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希望社会各界
放下歧见，共同反对暴力，尽快恢复秩序。

山东寿光蔬菜
供应平稳 价格略涨

8月 13日，在寿光农产品物
流园，工作人员在整理蔬菜。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蔬菜
之乡”山东省寿光市局地受灾严
重。记者走访了我国最大的蔬菜
集散中心——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以及部分大型商超，目前当地蔬
菜货源供应平稳。8月 12日寿光
蔬菜日定基价格指数为 90.57点，
较 11日上涨 1.49个百分点，蔬菜
价格略涨。 （新华社）

我国前7个月实际使用外资
超5300亿元 同比增7.3%

商务部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
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4万家，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超 53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3%。

根据数据，2019年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24050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33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以美元计，
实际使用外资为788亿美元，同比增长3.6%。

我国吸收外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
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均保持较高增速。从地域
看，东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普遍增长。主
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速不减。前7个月，德国、
韩国、日本、荷兰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72.4%、
69.7%、12.6%和 14.3%；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
额同比增长18.3%。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大量APP存在异常行为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13日发布《2019年
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这份报告
指出，我国移动APP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问
题十分突出，大量APP存在探测其他APP或读
写用户设备文件等异常行为，对用户的个人信
息安全造成潜在安全威胁。

据统计，我国境内应用商店数量已超 200
家，上架应用近 500万款，下载总量超过万亿
次。与此同时，移动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违法违
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十分突出。分析发现，
在目前下载量较大的千余款移动APP中，申请
与业务无关的拨打电话权限的APP数量占比
超过30%；每款应用平均收集20项个人信息和
设备信息。 （均据新华社）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13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
话。中方就美方拟于9月1日对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双方约定在
未来两周内再次通话。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加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