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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防疫 谋发展”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王珏）临平
山西侧山脚，星光街、望梅路和宝幢路围
合处，有一大块平缓之地，这里正是临平
山西侧运动公园项目的所在。春光明媚，
工地内挖掘机、吊装机正在忙碌作业，90
多名工人抢抓晴好天气，加紧复工作业。

“项目已经全面复工，目前在岗工人
已能基本满足用工需求，能正常有序推
进工程建设。”区住建局建设处项目负责
人表示，要把疫情影响的工期尽快抢回
来，让市民尽快享受到这一山水运动公
园带来的“福利”。

临平山西侧运动公园项目地块总长
约 400米，总用地面积约 7万平方米。场
地南侧坡度小，有河流通过；北侧紧靠临
平山脚，有一个天然的山谷，场地内植被
茂盛，自然环境优越。

项目按照“山水绿芯、运动驿站”设
计理念，将生命、自然、运动结合起来，通
过对水系、山体、植物等自然景观梳理，
植入运动功能，新建一个独特的、充满韵
味的体育运动公园，包括体育馆、配套用
房、运动场、露营大草坪等。

樱花谷将于4月底完工

临平山西侧运动公园有两个主出入
口，一个位于宝幢路，另一个在星光街西
头。另外，还设有三个步行出入口，方便
市民步行进入，分别在星光街、宝幢路、
望梅路与星光街交叉口。从星光街入公
园，可以直达樱花谷，这里是儿童活动
区，有两处露营大草坪。据了解，樱花谷
将于4月底收尾完工。

樱花谷是项目最早开工区域，经过
一段时间的建设，已是一派春意盎然的
景象，春节前栽下的樱花已经迫不及待
地开出一朵朵白色小花，在满目苍翠山
体的掩映中，增添了几许灵动和烂漫。

正是植树时节，挖土、运送树木……
工人们将一株株樱花通过吊机栽进深土
里。“这里总共有100多株樱花，配以大株
香樟、桂花、乌桕、无患子等树种，错落有
致。”工程总包单位华东院项目现场负责
人张涛介绍，为了让景观层次更丰富，他
们沿着临平山脚种下成片的枫香，配以
鸡爪槭、三角枫等秋色叶种植物，形成以
临平山的绿、枫叶的红为背景，春赏烂漫
樱花，秋看缤纷红叶。

地面上，两块碧绿的大草坪甚是夺
目。张涛告诉记者，这是运动草坪，约有
3300平方米，一年四季常绿，可以放心在
上面搭帐篷、奔跑，很适合全家郊游。大
草坪之间，是用露骨料透水混凝土浇筑
的彩色地面，鸡血红配以灰色流线造型，
四周安放了长短不一的弧形木质长椅，
一个静谧开阔的休闲空间跃然而出。“这

种材质的地面弹性好，下雨也不会积水，
而且天然无污染。”张涛说，因为是儿童
活动区域，材料的安全性是放在首位的。

值得一提的是，樱花谷还与临平山
绿道实现了无缝衔接。也就是说，如果从
临平公园进山，可以通过绿道直达运动
公园樱花谷休憩。

镶嵌山水间 运动场馆初显雏形

从樱花谷原路出来往西，就来到了
运动场区域。沿着这一区域，南北向平行
的是望梅路高架和小林港水系，沿着水
系，这里将打造一条 450米长的临水步
道。

目前，主体建筑运动场馆正在钢结
构施工。运动场馆主体高度 2层，地下一
层为机动车库，设有近百个停车位。

从一根根矗立的钢架，可以看出运

动场馆一层的雏形。施工现场，镐头机正
在进行承台地基作业，“这里能够顺利作
业实属不易。”区住建局建设处项目负责
人介绍，承台地基作业如果不能进行，将
直接影响运动场馆主体结构作业，前期
受疫情影响，钢结构厂家、工人、交通运
输等都面临复工难题，区住建局、总包方
华东院多方协调，前往萧山厂家实地沟
通，才让工程顺利复工。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返岗工人已有
90多人，正常施工基本得以保障。该项目
整体已完成 60%工程量，除了运动场馆
主体建筑，地面停车场、篮球场等场地的
路基大多平整完成。运动场馆将在4月完
成主体结构骨架。接下来，区住建局建设
处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全速
推进工程建设，力争整个临平山西侧运
动公园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如期完工。

樱花谷已“绽放”运动场馆显骨架

临平山西侧运动公园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岗位:
收银，迎宾，推车，捡货，打包，

包装，点餐。
具体要求:
1、需年满18周岁；
2、原单位有杭州社保，每天 4

个小时，每周6天；
3、持有有效期内健康证；
4、春节期间未到过湖北或者

未接触过湖北亲属，且目前身体健
康。有意向者，可以联系哦！

报名热线：

88736522/17758048570/
18969036250
工作地点：
五常大道 1号杭州西溪印象

城山姆会员商店

杭州西溪印象城山姆会员店招聘兼职若干名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耳聋助听器

一元体验30天
崇贤街道崇杭街860号（上亿广场东） 89019005
瓶窑华兴路302号(三医院往南200米) 88540068
老余杭山西园路219号（与城西路交叉口） 89053673
塘栖镇人民路406号（319车站旁） 86316906
临平东湖中路281号（财政局对面） 89165510

商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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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张炳金就业创业证，号码为3301100016033455，声
明作废。

西溪湿地·洪园景区本次推出洪园云栖栈小
木屋实行竞价出租，欢迎有意向的商家前来登记
承租。报名对象为依法注册的企事业法人或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均可参加。报名截
止时间为2020年3月16日17：00。相关招商文件
详请登录西溪湿地官网景区公告查询（网址http://
www.xixisd.com/），或致电0571-89081139咨询。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西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西溪湿地·洪园物业出租公告

杭州未来科技城 04-H-12东侧地块地块，位于
仓前街道，四至范围是：东至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
土地;南至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土地;西至杭州诺
港置业有限公司；北至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土
地。现经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
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信、上

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20年 3月 19日前到
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财政局国资管理科 601室登
记，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王哲韬
联系电话:0571-88607785

单位：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13日

通 告

华夏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发行信息

地址 |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人民大道597号（新华书店对面）
理财电话 | 86163507 客服电话 | 95577 网址 | http://www.hxb.com.cn

理财热线：0571-86163507 微信公众号：hxhzgzpt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信息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产品名称
产品序列

龙盈706期
龙盈749期
龙盈707期
龙盈750期
龙盈658期
升盈324号
新盈361号

龙盈养老固收G款1号（养老
目标2026）

龙盈固收G款41号

产品属性

大众客户

春分特供

资产提升客
户专属

新客户专属

两年定开

半年定开

发售日期

2020/3/19-2020/3/23

2020/3/24-2020/3/26
2020/3/20

（当天10:00
开始销售）
2020/3/16-2020/3/19
2020/3/20-2020/3/24
2020/3/19-2020/3/24
2020/3/17-2020/3/23

产品
成立日

2020/3/24

2020/3/27

2020/3/23
2020/3/20
2020/3/25
2020/3/25
2020/3/24

期限
（天）

106
266
108
264
91
136
266

六年

半年

到期日/开放日

2020/7/8
2020/12/15
2020/7/13
2020/12/16
2020/6/22
2020/8/3

2020/12/16
到期日2026/3/25（2022年3月24日
（含）起连续五个工作日、2024年3
月25日（含）起连续五个工作日）

开放日为产品成立后每年的3月、9
月的16日（含）起连续五个工作日

业绩基准/预期收益率

4.00%、4.02%、4.04%、4.06%
（京津冀协同卡客户优先）
4.04%、4.06%、4.08%、4.10%

（老年客户优先）
4.00%、4.02%、4.04%、4.06%
（京津冀协同卡客户优先）
4.04%、4.06%、4.08%、4.10%

（老年客户优先）

4.07%、4.11%
4.12%、4.16%
4.21%、4.25%

4.6%-5.1%

4.10%

认购起点
（万元）

1、20、60、100

1、20、60、100

20、100
20、100
20、100

1

1

销售渠道

柜台（含
智能柜
台）、手
机、网银

本报讯（记者 徐赣鹰）在钱江经济
开发区有这样一家企业，疫情防控期间日
以继夜连续生产 46天，其主力产品 75%脱
醛酒精免水洗手液不仅支援了各地抗疫一
线，还响应来自欧洲、北美的加急订单。这
家企业，叫杭州慧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昨天，记者来到“慧吉生物”生产基地，
只见各个车间生产作业一派繁忙，从配料、
搅拌到沉降，每道工序严丝合缝。自动化
灌装线上，整齐传输着500毫升装免水洗手
液。“慧吉生物”董事长占立滨告诉记者：

“这批洗手液将出口到丹麦，明天就出货，
通过上海港海运，第一批刚好装满一个标
准集装箱。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的生产
计划都排满了，其中有2/3是海外订单。最
近这些天，来自美国的询价明显多了。”

据了解，“慧吉生物”免水抑菌洗手液
出口已有十余年，这种免水洗手液具有良

好的细菌杀灭性能和便捷使用性能，受到
一线医护人员的青睐。

早在正月初三，“慧吉生物”就已复工
复产，为余杭、杭州抗疫一线出力。春节假
期，公司全员放弃休假，实行每天17小时工
作制。“自复工后，我们厂里每天都有客商
等着提货，特别是 1月下旬，工作最紧张的
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占立滨告诉记者，

“凡是来自重点疫区的订单，我们都是第一
时间保供应。我记得复工第一周的一天，
我就和同事们送了一批消毒水到杭州城站
火车站，这批货是直接发往武汉的，加上当
天‘传化物流’到我们公司现场提的货，光
是那一天，我们就有8吨消毒水发往武汉。”

占立滨告诉记者，为顺应当前海外急
速扩大的市场需求，“慧吉生物”正在加紧
添置自动灌装机、贴标机等设备，力争短时
期内将产能提高一倍。

连续生产46天支援国内抗疫一线 眼下欧美的加急订单骤增

余杭产的免水洗手液在国际市场上走俏

“慧吉生物”正在加紧生产出口丹麦的免水洗手液

体育场馆施工现场 樱花谷

“点面屏线”四手联弹
余杭“抢人行动”招招领先

（上接第1版）工作组引进专业的人力资
源企业，可以发挥他们的市场作用，从专业
的角度，持续为余杭的经济发展提供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

就在跨省劳务对接期间，区人力社保局
共安排专列 3趟、包车 17趟，接运老员工
1700余人、新招聘员工700余人。同时，举办

“送岗入乡进村”招聘会8场次，165家区内企
业提供岗位6000余个，达成初步意向700余
人次，有216人已分两批乘坐包车抵达余杭。

“屏对屏”随时随地招募人才

昨日上午，“春风动力”会议室里正在进
行一场“云面试”，应聘者身在广东东莞，应
聘的职位是行政主管，主持面试的是公司招
聘负责人沈佳男，双方通过微信进行了20分
钟视频面试。

沈佳男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云招
聘”已经成为“春风动力”招聘人才的主要手
段，这种方式非常方便，还可以帮助应聘者
节约成本，效果也不错。“一旦看中某个人，
晚上都可以进行面试，可以说能随时随地招
人才。”沈佳男笑着说。

为解决面试的时空阻碍，区人力社保局
提前对接全区30家专业人力资源机构，与杭
州就业网、浙江人才网实时链接，开设省市
区三级联动专场网络招聘会、东西部扶贫劳
务协作网络招聘专场，按照“四个平台”“多
个行业类别”，结合东西部扶贫劳务协作要
求，纵横交错、多层次开展16次大型“春风云
招聘会”，为全区 1000多家用工单位发布
29000多个岗位需求信息，吸引招聘信息浏
览量约500万次，收到简历40000多份，约有
3000多人次达成用工意向，让众多企业尝到
了“云招聘”的甜头。

“线连线”为企业减负降费

你来余杭，我给补贴。疫情防控期间，
余杭区落实中央和省减税政策、“引才十条”
等一系列政策“大礼包”，涵盖了从企业招工
用工到员工外地返杭，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会保险金到社保补贴等方方面面，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推进减负降费，充分激发市场内生
动力，加快从“政府推动”转变为“市场驱
动”。

在用工保障和人才引进方面，余杭区面
向用人单位和员工主体广泛发放 500-2000
元不等的各类招工补贴、包车补贴、见习补
贴、生活补贴和交通补贴等。

在减负降费方面，余杭区“减、免、缓”三
管齐下，除阶段性减免企业应缴社会保险费
外，允许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无力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申请缓缴不超过半
年的社会保险费，且免收滞纳金。

除此之外，区人力社保局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机构作用，以 200-500元不等的中介引
才荐才奖励、就业创业补贴提高中介机构引
才积极性，为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不断注入
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