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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村民委员会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30110341781642P,
登报时间：2021年1月12日—2021年1月18日，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李家桥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
组 织 登 记 证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N23301107471949822，声明作废。
遗失袁金明就业援助证，号码为Y191258103，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第一幼儿园塘栖镇第一幼
儿园丁河分园、门卫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号码为330125201412250201，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山西园旅馆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楠宫家纺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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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良渚街道吴家门
路 8号，联系电话：0571-88583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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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英
受赠人：沈新根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

化村白鹭郡北37幢201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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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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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1年 1月 20日下午 2点在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河南埭路46号永信大楼7楼会议室
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1、旧首饰、旧手表及旧电脑等13件，起拍价24350

元，保证金2万元
2、旧包及配饰18件，起拍价24000元，保证金2万元
3、旧鞋服及围巾12件，起拍价4360元，保证金0.2

万元
4、床上用品46件，起拍价55610元，保证金2万元
5、化妆品95件，起拍价20322元，保证金2万元
6、空气净化器 1台，起拍价6608元，保证金0.2万元
7、旧手机、旧电脑、旧首饰及手表等一批，起拍价

21252元，保证金2万元
8、报废机动车等一批，起拍价 2137元，保证金 0.2

万元
二、咨询、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 1月 19

日 16时止，标的展示时间为 2021年 1月 18、19日两
天。有意竞拍者向本公司银行账户（户名：杭州永信拍
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杭州余杭农村合作银行，帐号：
201000008006488 ）交纳保证金后携有效证件至本公
司办理拍卖报名手续（其中第 8标的竞拍人资格须为
浙江省内具有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的企业法人）。

三、拍卖公司咨询、报名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河南埭路 46号永信大楼七楼 701室，联系电话：0571-
86245168、13516852773（何）。

四、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hzyxpm.com（永信
拍卖行）

杭州永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拍卖公告

张尧生口腔招聘口腔医师、助理医师，护士人数
不限，五险一金，餐补，住宿，联系人徐小姐：
13588893390

张尧生口腔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1年 1月 20日下午 3点在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河南埭路46号永信大楼7楼会议室
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报废机动车一批，起拍价88858元，
拍卖保证金30000元。

报名需为浙江省范围内具有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
的企业法人，拍卖保证金必须于报名公司账户转出。

二、咨询、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月19
日 16时止，展示时间为 2021年 1月 18、19日两天。有
意竞拍者向本公司银行账户（户名：杭州永信拍卖行有
限公司，开户行：余杭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帐号：

201000008006488）交纳保证金后凭营业执照原件、报
废机动车回收资质原件和法人身份证原件，如委托的
提供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
证原件至本公司办理拍卖报名手续。

三、拍卖公司咨询、报名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河南埭路 46号永信大楼七楼 701室，联系电话：0571-
86245168、13516852773（何）。

四、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hzyxpm.com（永信
拍卖）

杭州永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拍卖公告

因工作需要，东湖街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
遣人员，为街道平安巡防大队队员，现将招聘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

资格初审，体能测试、笔试、面试、体检、政审等环节，
根据成绩择优聘用。

二、招聘计划
招聘巡防人员 36名。报名人数和招聘计划数比

例不低于 2：1，如报名人数不足将根据比例核减招聘
计划数。通过资格审查、体能测试、笔试、面试、体检、
考察、公示，根据成绩择优录取。

三、招聘对象范围和基本条件
报名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 20周岁以

上，35周岁以下（即1986年1月23日至2001年1月23
日期间出生）；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品行端正，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可靠，热
心社会治安工作、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作风正派，遵纪
守法，无违法违纪记录，组织纪律性强；

（三）身体健康，体形端正，外观无明显疾病特征，
无口吃、无色盲、无重听、无纹身；

（四）户籍不限；
（五）巡防人员岗位具有大专（含）以上文化程度

和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工作能力，岗位需适应夜班，
适合男性；

（六）退伍军人和具备一定巡防工作经验（5年以
上，曾获区级及以上荣誉的）可适当放宽年龄和学历

条件，年龄放宽至40周岁，学历放宽至高中；
（七）本人及家庭成员、直系亲属无违法犯罪记录

或因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本人无较为严重
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

（八）无其他不宜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宜报名：
（一）有违法用地、违章建房行为尚未整改，以及

近 5年内有严重损害生态环境、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
生育行为被查处的；

（二）煽动、组织越级上访，参与非法上访，或长期
无理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有恶意失信行为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且未撤销的；

（四）因聚众赌博、嫖娼等被处以行政（司法）拘留
及以上处罚，或有涉毒问题的；

（五）道德品行低劣，影响较坏，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
（六）有其他不宜报考情形的。
四、报名及资格初审
（一）报名时间：报名 2021年 1月 24日—30日，具

体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逾期不
再受理报名。

（二）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报名人员填好《报名表》（见附件），随

带近期免冠一寸彩照 2张，户口簿、身份证、学历证书
或学校毕业证明、义务兵(士官)退出现役证及其他相
关材料原件、复印件，进行报名。

报名地点：余杭区顺达路3号东湖街道办事处312
办公室。咨询电话：89022989。

2.网络报名：报名人员在报名时间内将电子版《报

名表》（请到“美丽新东湖”微信公号下载）发送至电子
邮箱 dhzp2020@163.com，并于 1月 29日 17:00前到现
场报名点提交相关材料，须随带近期免冠一寸彩照 2
张，户口簿、身份证、学历证书或学校毕业证明、义务
兵(士官)退出现役证及其他相关材料原件、复印件。

（三）资格初审：由招聘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对提
供虚假材料的，一经发现，取消资格。

五、体能测试
（一）体能测试时间：另行通知。
（二）体能测试内容：1000米、俯卧撑。
（三）体能测试根据《公安民警综合体能考评标准》。
六、笔试
（一）笔试时间：另行通知。
（二）笔试内容：综合基础知识+基础法律知识，满

分为100分。
（三）考生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两证缺

一不可)，按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笔试。
七、面试
根据招聘计划数与入围面试人数不低于 1:2的比

例，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到低确定面试入围人选，面试
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体检
面试结束后，报考平安巡防大队队员的总成绩按

照考生体能测试成绩 30%、笔试成绩 30%和面试成绩
40%的比例折算，计算综合成绩（小数点后两位），从高
分到低分进行排名，按招考计划数 1：1比例确定体检
对象。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
准(试行)》执行，体检在区级医院进行。体检不合格或
放弃体检的，可根据综合成绩依次递补。

九、考察、公示和录用
体检合格后，确定考察对象，由东湖街道进行考

察，并联合纪检、公检法、城建（防违控违）和信访等部
门开展审查。考察后确定录用对象并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 5个工作日。录用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到，
对逾期不能报到或发现有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取消录
用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聘用为编外人员：
（一）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被开除公职的；
（三）欺压群众、横行霸道，涉及“村霸”、宗族恶势

力、黑恶势力，群众反映强烈的；
（四）有违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行为的，组织或参

与邪教组织、非法宗教活动的；
（五）有其他不得聘用情形的。
十、其他事项
1.被录用者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派遣

至东湖街道编外岗位工作，工作岗位须服从分配，工
资待遇参照东湖街道编外用工相关规定执行。

2.此次报名将对考生所提交的个人资料予以保
密，不会将考生登记的个人信息用于与招聘无关的其
它用途，报名资料恕不退还。

3.已在东湖街道工作的编外人员或近5年内从东
湖街道编外岗位辞职的人员不得报名。

4.被录用者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内不合格者，解
除劳动合同。

5.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东湖街道办事处所有。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办事处

2020年1月13日

东湖街道招聘劳务派遣编外用工的公告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美国国
会众议院民主党人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
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他“煽动
叛乱”。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陷入弹
劾危机，距离他卸任只剩10天。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人寻求
此时发起弹劾，一方面是为了“立标杆”、
防止煽动暴力的情况再次出现；另一方
面也为给特朗普留下不光彩记录，使他4
年后难以再度竞选总统。二次弹劾凸显
两党间的政治对立，不管结果怎样都只
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寻求弹劾

弹劾条款草案称，特朗普“煽动叛
乱”“干涉权力的和平过渡”“严重危及”
美国和美国政府机构的安全，给美国人
民造成“明显伤害”，如任其继续执政，将

“对国家安全、民主和宪法构成威胁”。
美国国会 6日遭遇暴力冲击，造成 5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令世界震惊。美国
舆论纷纷指责特朗普“点燃导火索”，要
求特朗普下台的声音愈演愈烈。

除推动弹劾程序外，众议院民主党
人还力促副总统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25
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由民主党人提出
的罢免动议预计将于 12日在众议院表
决，因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占多数，该动议
很可能获得通过，届时彭斯将有 24小时
作出回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表
示，如果彭斯和特朗普内阁多数成员不
考虑罢免特朗普，众议院将就弹劾条款
草案举行表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自由撰稿人克
里斯·西利扎认为，彭斯不太可能动用宪
法第 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有三个原
因：第一，此前从未有副总统通过这一方
式罢免总统，这么做将不利于彭斯的政
治前途；第二，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共
和党方面不愿节外生枝；第三，数名特朗
普内阁成员已经辞职，余下众人中多数

人支持罢免决定的可能性不大。

再陷危机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权以“叛国、
贿赂或其他重大罪行和不检行为”为由
弹劾总统。如果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在
众议院以简单多数获得通过，即意味着
总统被弹劾。接下来，参议院将就弹劾
案进行审理，如果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
持弹劾条款，总统就将被定罪而下台。

2019年 12月，特朗普首次遭国会众
议院弹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弹
劾的总统。当时，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
院表决通过了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
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但这
两项条款此后均被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
院否决。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次，众议院最
快可能于13日就弹劾条款举行表决。目
前，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有足够票
数通过弹劾条款，一些共和党人可能也
会投下赞成票。

美国历史上从未有总统两次遭众议
院弹劾。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政治学专
家克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从长远看，众议院寻求
在特朗普即将下台前再度弹劾他，旨在
警示未来总统，防止总统煽动暴力的情
况再次出现。

美媒指出，弹劾也是党争激化的表
现，民主党人想给特朗普留下不光彩记
录，使他4年后难以再度竞选总统。国会
骚乱事件已让特朗普的形象和政治遗产
大打折扣，再遭弹劾无疑是雪上加霜。

裂痕难愈

据媒体披露，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
和党人麦康奈尔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
示，如果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参议院按
规则最早将于 20日下午启动弹劾案审
理。而20日中午，特朗普将正式卸任，拜

登将宣誓就职，这意味着参议院不可能
在特朗普卸任前完成弹劾案审理。

目前，众议院民主党高层尚未就何
时把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达成一致。众
议院民主党“党鞭”詹姆斯·克莱伯恩日
前对媒体表示，可能会等当选总统拜登
上台100天后再把弹劾条款送到参议院，
以避免弹劾案审理影响参议院批准拜登
内阁成员提名进程等事宜。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时间上如何安
排，弹劾条款想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都
非易事。在佐治亚州两名新当选的联邦
参议员就职后，民主与共和两党将各自
掌握参议院50个席位。虽已有数名共和
党参议员公开呼吁特朗普辞职，但目前
尚不清楚会有多少共和党人支持弹劾条
款。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日前表示，他认为弹劾案无法在参议院
获得通过。

格雷厄姆同时表示，在当前情形下
寻求弹劾特朗普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
的分裂。据美媒 11日报道，美国联邦调
查局警告称，在新总统就职前的一段时
间里，美国可能出现全国性武装抗议活
动。有分析人士担心，此时弹劾特朗普
或将进一步激怒其支持者，引发更严重
的社会动荡。

特朗普为何再陷弹劾危机

这是 1月 6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特
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前参加示威游行的
资料照片

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1月11日宣布，鉴于新冠确诊病例快速增加，政府决定进一步收
紧行动管控措施。穆希丁宣布，政府决定1月13日至26日在高风险的首都吉隆坡、行政首
都普特拉贾亚、雪兰莪州、沙巴州、柔佛州等地实施“行动管制令”。 （新华社）

马来西亚收紧行动管控措施应对新冠疫情

据新华社东京1月12日
电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
武藤敏郎 12日在这里表示，
关于东京奥运会取消或者推
迟到 2024 年甚至 2032 年的
消息都是假新闻。

日本八卦娱乐刊物《周刊
实话》早些时候爆料，说东京
奥运会将被取消，转而放到
2032年举行。另外还有媒体
报道，东京奥运会将被放到
2024年举行，巴黎和洛杉矶奥
运会也各自推迟四年，分别在

2028年和2032年举行。
武藤敏郎在当天奥组委

总部举行的新年致辞中表
示：“类似的报道一出现，只
会增添很多人的焦虑。我想
说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做
过这样的考虑，这些报道都
是错误的。”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
在当天的讲话中也承诺，东
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今年
夏天如期举行。他说：“春天
总是要来的，漫长的黑夜过

去必定是黎明。相信这一
点，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希望，
我们将始终竭尽全力。”

这是东京奥组委高层官
员近三个星期内首次发表公
开谈话。这段时间日本疫情
不断恶化，东京都和附近三
个县都再次进入了紧急状
态。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信
心出现动摇，共同社进行的
最新民意调查表明，超过80%
的日本民众希望奥运会被推
迟或者取消。

东京奥组委：东京2032和东京2024都是假新闻

1月1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女子戴着口罩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双塔旁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