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2020年度校园招聘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辖属10个营业网

点，分设在余杭区南苑、临平、东湖、运河、乔司、崇
贤、星桥街道和塘栖镇。诚挚欢迎莘莘学子加盟，
在美丽之洲共发展同进步！

一、招聘岗位
杭州分行－客户经理岗位。主要是零售与对

公金融营销岗位引进的专业性人才。新员工录用
后原则上先安排至基层营业网点进行一定期限的
培养锻炼，之后根据个人工作表现及工作需要等，
聘入相应岗位工作。

杭州分行－客服经理岗位。实行定向招录，
主要在营业网点从事柜面业务处理、厅堂服务、识
别推介营销、智能业务核验等综合服务，新员工录
用后须在该岗位工作不少于5年。

职位要求：境内外院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含）

以上学历、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专业不限。

二、招聘流程
本次招聘通过工商银行总行人才招聘平台进

行网上报名，由总行统一组织笔试。
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9 日-10 月 13

日。请应聘者登录我行人才招聘官方网站（cam⁃
pus.icbc.com.cn）并注册用户，在线填写个人简历，
完成职位申请。报名结束后，我行将根据招聘条
件进行简历筛选，之后将安排笔试、面试、体检和
录用等环节，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保持通讯方式
畅通并持续关注。

招聘岗位描述、职位要求等详见官网公告。

余杭支行咨询电话：0571-89363259 89363257
咨询电子邮箱：shenyaqing_hz@zj.icbc.com.cn

新增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公告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105号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现将余杭区
新增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公布如下：

世纪大道地面快速路k1+360卡口
留石高架路k1+700龙门架卡口
留石高架路k2+500龙门架卡口
留石高架路永西村南下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永西村北上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永西村南上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永西村北下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龙门架卡口
留石高架路良熟路南上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良熟路南下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良熟路北上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良熟路南侧变道抓拍
留石高架路k6+190南下匝道卡口
留石高架路k6+340变道抓拍

留石高架路k6+960龙门架卡口
留石高架路5K+615M测速(东向西）
留石高架路4K+540M测速(西向东)
望梅路南大街路口
望梅路新城路路口
双后线老镇政府门口违停
小白线超梅路南500M卡口
小白线龙超路北100M卡口
龙丁线龙超路西200M卡口
崇南线龙超路西200M卡口
龙超路超梅路路南300M卡口
以上点位即日起开始启用。
注：电子警察系统包含闯红灯抓拍、违法变道抓

拍、违法停车抓拍、逆向抓拍、违法超速和货车闯禁
等其他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抓拍系统。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10月9日

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
于加快余杭区建筑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
知》（余政办〔2013〕92号）文件精神，通过企业申报，
经区住建局和区财政局审核，拟认定浙江城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建筑业企业符合申报扶持项目
奖励条件，拟奖励建筑业发展财政扶持项目奖励资
金共计65万元（详见附件），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5
天，公示期从 2019年 10月 9日至 2019年 10月 13
日。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
来电等形式，向区住建局、区财政局反映公示对象

存在的问题。单位反映问题的，须加盖公章，个人
反映问题的，须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以便联
系。为保证异议处理的客观、公正、公平，匿名异议
将不予受理。

联系人：区住建局 尤文强 电话：86243540
区财政局 汪钟洪 电话：89183092

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2019年10月9日

关于2018年度余杭区建筑业发展财政扶持项目奖励资金的公示

一、支持企业上规模

序号

1
企业名称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奖励项目

实缴税金首次超1000万（2018年纳税1311.59万元）

现奖励

10万元

2
二、支持企业创优夺杯

序号

1
2

三、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序号

1
2
3

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杭州原景建设环境有限公司

杭州天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实缴税金首次超2000万（2018年纳税2344.13万元）

奖励项目

2018年度浙江省优秀园林工程奖金奖
（镇江永安新城家园（西区）二期园林景观工程）

2018年度浙江省优秀园林工程奖金奖
（余杭区东湖项目（一期）工程）

奖励项目

省级工法一个（保温隔声楼地面施工工法）

省级工法一个（压花混凝土装饰地面施工工法）

省级工法一个（可拆式卸料平台吊环施工工法）

20万元

现奖励

10万元

10万元

现奖励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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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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根
受赠人：黄韬志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邱山

大街713号3幢1单元5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0月9日

通 告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2019年10-12月份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通告
为进一步做好稳定就业和促进就业工作，积极为各用人单位和各类求职人员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服务，2019年10-12月份区人力资源市场将组织
各类专场招聘活动，现将相关招聘活动举办信息公布如下：

招聘会名称

金秋招聘月专场招聘会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低散乱”企业整治失业
人员再就业专场招聘会

时间

10月10日（周四）8:30-11:30
11月10日（周日）8:30-11:30
12月10日（周二）8:30-11:30

地点

区人力资源市场3楼招聘大厅（超峰西路1号）

区人力资源市场3楼招聘大厅（超峰西路1号）

区人力资源市场3楼招聘大厅（超峰西路1号）

备注

综合类

退役军人

失业人员

请各用人单位及时关注杭州就业网（网址：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并报名相关专场招聘会。其
中会员单位可直接进行网上报名，目前还未申请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在该网注册会员后即可进行报名（额
满即止）。

杭州市余杭区就业管理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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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杭
晨
报
微
信

分
类
广
告
微
信
办
理

扫
一
扫

商务信息
2019-10-10 09:30-16:30 华美H796线新湖海创

基建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新湖海创建
设建设工地一带；08:40-13:40 长岭小队分线28号杆
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塘埠村长岭村、瓶
窑镇塘埠村村民委员会一带；08:30-17:00 藕花开关
站藕花G114线中康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
道：中山花苑小区一带；08:40-16:40 金尊开关站金水
H5872线-肉联开关站肉水H5961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良渚街道：商业街A区 1、商业街A区 2一带；08:
20-14:20 燕方G2553开关-燕方G2554开关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仁和
街道办事处一带；08:20-14:20 田湾G2653开关-田湾
G2654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双陈村钮
家塘东、双陈村钮家塘西一带；08:20-13:20 府塘
G2183线府塘G21833开关-府塘G21830开关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三文村六宝村、杭州市余杭区塘
栖镇环境卫生管理站、杭州合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杭
州如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杭州三航建材有限公司、杭
州和远箱包用品有限公司一带；08:20-13:20 仿真
G206线12#杆开关后段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杭州永高铸造有限公司一带；08:40-17:00 竹园H712
线白坟三组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竹园
村白坟三组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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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朱金娥
受赠人：李伟强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新南

湖绿苑10幢2单元3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0月9日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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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丽珏
受赠人：干月明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江南时

代购物中心1217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0月9日

通 告
兹有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时代未来之

城3幢1单元1902室和2幢2单元1004室，现买受
人林友（身份证号：330325197101146511）、周佩环
（身份证号：330325197212296520）前来我中心申
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林友身份证号：
330325197101146511旧护照号：G33372233新护
照号：EB1636561，以上三个证件号指向为同一
人。对上述情况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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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0月9日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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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受赠人：胡雪良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春天

家园滴翠苑5幢1单元2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0月9日

通 告

因工程建设需要，临杭线五杭庙桥应急抢修
工程拟于 2019年 10月 15日开工建设,计划完成
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

施工期间，将封闭桥梁路段交通，请过往车
辆根据施工告示牌，提前做好绕行。为此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杭州市余杭区公路管理处
2019年10月9日

施工公告

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金莎歌厅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033001900104，号码：00015566，声明作废。
遗失耿照强、唐春梅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
技术开发区书香名邸4幢1单元2301室房产的契证，
证号：3301252015018261，声明作废。
遗失王其俊位于余杭区星桥镇华艺星座 1幢 1201室
房产的契证，证号为3301252013002051，声明作废。
郭亮 (车牌号：浙F027KF)遗失阳光财产保险机动车
商业保险保单，号码为：1195005282019035766，声明
作废。

遗失启事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0月8日——9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亲密旅行 12:40 25元

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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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205588（邱山）86226825（北大街）

张尧生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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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95302。

产品名称

季安享1号236期
新客户

双季盈1号236期
杭州特供

双季盈1号236期
新晋白金卡客户
双季盈1号236期
新晋中高端客户

期限
（天）
91

91

182

182

182

起售/限购金额
（万元）

5

100

5

50

20

客户级别

未评级、普通客户

上月AUM值小于20万元的客户

白金卡以下客户（不含白金卡）

金卡以下客户（不含金卡）

名义到期日

2020-01-15

2020-04-15

2020-04-15

2020-04-15

预期年化收
益率

4.35%
4.45%
4.40%

4.30%

4.25%

产品名称

理财管理
计划1号

期限（天）

每月开放

起始金额（万元）

1

募集期

2019/10/8-
2019/10/14

起息日

2019/10/15

名义到期日

2020/12/31

业绩比较基准
1年定期存款基准
利率+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