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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萧山

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是萧山区国有资
产经营总公司（萧山区政府直属国有企业）下属
的一家全资子公司，是萧山区人民政府为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而设立的一家政策性担保机
构。因业务发展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业务、行
政岗位人员5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

正、爱岗敬业；
2.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沟通协调能

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3.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开拓能力；
4.身体健康，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

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岗位

业务岗

业务岗

综合后勤

人数

2人

2人

1人

任职条件

（1）35周岁以下;（2）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
（3）5年以上银行、担保公司客户经理、企业主办会计从业经验者可

适当放宽要求；（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1）35周岁以下；（2）本科（含）以上学历；（3）金融、财务等经济类相
关专业优先；（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1）40周岁以下，专科（含）以上学历；（2）熟悉各类办公软件操作；
（3）有行政管理岗位从业经验、有一定财务基础、熟悉各类公文写作、有较
好文字功底的可适当放宽要求；（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
能力。

三、工资待遇：招聘录用后，工资福利待遇结合公司相关文件规
定执行。

四、招聘流程
发布招聘公告，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后，经笔

试、面试、考察、体检后，择优录取。
五、报名事项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至2019年4月20日17点止。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人员应在报名时间内将个人简历、学

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件扫描件发至邮箱hzx-
szdb@163.com。邮件标题和简历名称请注明“姓名+学历+从业年限”。

3．任职基本要求中涉及的时间计算截止到2019年4月20日,报
名者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资格。

4.报名联系人：俞女士0571-83539773。

二、招聘岗位

2019版熊猫金银纪念币火热销售中！交行更有惊喜优惠价！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
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费！详情请咨询∶82722203 82733747 83862359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金价有波动 投资请谨慎

新推大额存单

萧山支行营业部∶82722203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北干支行：83815855
萧山市场园区支行：82838735 萧山市北支行：83815856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82898086

期限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年
2年
3年
5年

起点金额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年利率
1.65%
1.67%
1.97%
2.28%
3.19%
4.18%
4.18%

较央行基准上浮
50%
52%
52%
52%
52%
52%
52%

每100万元可得利息
1375元
4175元
9850元
22800元
63800元
125400元
209000元

一次还本付息型

按月付息型

期限
3年
5年

起点金额
20万元
20万元

年利率
4.18%
4.18%

较央行基准上浮
52%
52%

100万元月可得利息
3483元
3483元

临浦重抓项目攻坚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城厢部署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迎检工作

闻堰开展党员春训

党湾成立“乡贤讲师团”

百名美术教师参加“美在楼塔”写生活动

百村行2019 29

日前，义桥镇罗峰
社区开展“浓浓青团香，
温馨邻里情”包青团活
动。并将一份份青团送
给社区居民。

通讯员 徐国庆 摄

陈家园村:村庄更美丽 村民很自豪

包青团

坎山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老人1200余名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

一侧是统一的农家围墙，一侧是绵延
的樱花大道，看着村庄的整治效果图正逐
步变为现实，村民们很期待。

陈家园村位于新街街道东部，曾是新
街的重要棉麻产区，最近十多年还形成了
雨衣雨具特色产业。去年，陈家园村在新
街率先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作为突破口，致力撬动乡村美丽生
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良性发展。

在陈家园村中心横路上，工人们正在
加紧拆除紧挨着道路的农家围墙。“中心横
路将通过上改下工程、建设统一围墙等，让
贯穿村庄东西向的主干道视野开阔起来，
环境靓起来。”村委委员赵益锋说，围墙将
根据村庄特色统一打造，让人耳目一新。

在村池塘综合整治现场，池水已经抽
干，旁边的游步道已经铺设好。接下来，将
通过清淤泥、建护栏、引配水等工程，让池
塘成为村民亲水、休闲的好地方。“这里将
会是村里的一大景点。”赵益锋说，池塘一
侧是游步道，一侧是水面栈道，池塘边还将
形成一个绿道，亭子、小广场点缀其中。通
过水系改造工程，整个村庄的水系都贯通
了，以后大治河、北塘河的水将直接与村里
的水系相通，让水动起来、活起来。

这几天，趁着好天气，道路旁种下了樱
花树，明年这个时候，这里将是一公里的樱
花长廊。“你看，我们的小公园、公共厕所已
经建好了。”顺着赵益锋手指的方向，看到
一个黑白徽派风格的公厕，而小公园里的
海棠花开得正旺，一边的小竹林也是郁郁
葱葱。“村里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好，等这里

都整治好了，肯定效果更好，我们出门就是
‘景区’了。”村民王大伯满满的自豪感。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陈家园村原先拆
除的“一户两宅”空地都利用起来了，将新
建一个两层的农贸市场，而现在的农贸市
场将改建成为文化礼堂和党建活动中心。

“美丽乡村一期工程今年10月完工后，
村庄面貌会大为改观。”村党委书记王斐
说，村里还将逐步推进美丽乡村特色打造
工作，着力推行以花木产业为特色的产学
游一体发展模式，既传承传统、体现特色、
实现共享，又可实现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缪妙

本报讯 临浦镇以项目攻坚为重点，全
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去年以来，该镇以
培育和发展优秀乡村文化为核心，以规划
为引领，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为保
障，重点抓好横一村和苎东村两个美丽乡
村提升村建设，两个村涉及建设项目18个，
计划投资3788万元。目前，已有14个项目
开工建设，其中5个项目基本完成。所有
18个项目预计将在今年10月底完工。

来到横一村白墙黛瓦的入村口，牌坊

造型美观靓丽、花团锦簇，“横一村”几个大
字大气醒目。再往村内走，美丽乡村精品
路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道路宽阔整洁，两
边绿化整齐划一。公厕新建、坞梅路新建、
南河景观提升、精品道路二期等工程也在
如火如荼推进中……作为区级美丽乡村提
升村，去年以来，横一村立足自身特色，总
计列出了8个提升项目。

“去年镇里举办首届方顶柿丰收节，我
们这个小山村因千余株古柿树声名远扬，
估计今年规模将会更大、更上一层楼。”横
一村党委书记傅飞龙欣喜地说，全长3公里
的坞梅路新建工程，一头便连接着梅里自
然村的这片古柿子林，这条特色十足的坞
梅路，还将串联起桂花人家、馒头山茶园、
梅梨林等众多景观，并连上区级骨干林道，
有望成为横一村美丽乡村的精品路线。

山水田园，龙马横一。不仅是生态旅

游，村庄文化传承也与项目提升相辅相
成。河灯节、“杀鞑子”节、龙马灯以及郑旦
传说，横一村这四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会融入到精品路二期的路边墙绘上。

横一村成功入选2018年度省级美丽乡
村特色精品村，借着此次项目提升，从入村
口景观到精品路，从南河景观到坞梅路，改
造项目全部完工后，村庄内将处处是景。

临浦镇农办工作人员表示，在两个美
丽乡村提升村18个项目中，精品道路提升、
公共厕所改造、停车场建设等，均是关系民
生福祉的项目，获益最多的也是老百姓。

接下去，在继续抓好余下工程的基础
上，临浦将深挖横一村的古柿子林、跑马灯
等自然人文优势和苎东村的运河文化优
势，精心组织开展丰收节、柿子节等民俗文
化节庆活动，提升古镇魅力，深入践行乡村
振兴战略。

本报讯 日前，党湾镇举行“乡
贤讲师团”成立暨乡贤故事“四进”
活动启动仪式。

讲师团第一批成员由倪伯祥、
马亚囡等12名乡贤组成，他们当中
既有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也有取得
非凡成就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等各
界精英。讲师团成立后，党湾各村
（社区）、企事业单位将开辟乡贤大
讲堂，开展乡贤故事进机关、进村
社、进企业、进学校“四进”活动，讲
述求学创业历程、事业成就和社会
贡献等相关事迹，在全社会营造敬
乡贤、赞乡贤、学乡贤、做乡贤的浓
厚氛围，为推动党湾特色小城镇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党湾镇负责人表示，乡贤是实

施乡村振兴中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
力量，党湾是中国建筑名镇，依靠建
筑业发家的乡贤特别多，而且他们
热衷于回报家乡，造福桑梓。成立

“乡贤讲师团”并开展乡贤故事“四
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弘扬
乡贤文化，继承“勤诚创业、报效桑
梓”的乡贤精神，发挥乡贤在引领社
会价值、提升文明素质、推动移风易
俗、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为建设具有党湾特色的小城镇
凝心聚力、鼓舞干劲。

（王啸虎 杨圆圆）

本报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5日下午，闻堰街道千余名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并拉开了新年度党员
春训的序幕。

开班大会上，杭州市委党校文
化与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柯红
波作了《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政策》的专题党课。柯红波教授运
用翔实的资料、鲜活的实例，从国际
社会的基本特征、当前的世情国情
以及如何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等方面，深入解读了当前国际
形势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并
对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特点、变化和
博弈进行了重点分析。

接下来，闻堰将结合当前实施
的“一三六”行动计划，组织全体党
员按照模范表率学，带着问题学，推
动工作学，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增长
知识、拓宽眼界、提升能力，打造一
支实现闻堰高质量发展的最强“施
工队”，共同把“三江名城、幸福闻
堰”变成美丽实景图。

（吕术艳 李永水）

本报讯 日前，我区 140 多名
中、小学美术教师齐聚楼塔，开展

“美在楼塔”写生活动。
作为历史文化古村落，楼塔镇

已被区教育局授予“区美术教师创
作实践基地”。美术老师们在志愿
者带领下，一边行走在古老而幽长
的弄堂、乡韵浓浓的台门和天井庭
院，一边观摩“细十番”美妙旋律和
落户楼塔的书画基地、文创产业。
大家在古井奇石、创意小品、艺术墙
绘面前找寻心仪位置，拿起相机、拿
出画板开始创作，描绘着眼前的美
景和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山乡人对于

未来的展望与期盼。
今年是楼塔镇创建“国家3A级

旅游景区、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创
建省级美丽城镇 ”重点年。通过组
织此次全区美术老师写生活动，可
以展现千年古镇美好风光、文化旅
游资源和小城镇整治建设成果，为
打造杭绍地区写生基地夯实基础。

据了解，老师们写生的表现形
式多样，国画、水彩、水粉、油画等缤
纷多彩。接下来，老师们将开展后
期创作参与评奖，优秀作品将分别
在江寺民俗文化园和李可染楼塔艺
术中心进行展览。（王新江 洪凯）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国强

本报讯 日前，在瓜沥镇孙家
弄村，80多岁的李婆婆早早地就
盼着助老员上门了。每个月，李
婆婆可以享受由政府买单的10个
小时居家养老服务。“洗澡、洗头、
剪头发、剪指甲、聊天、做饭、洗衣
服、打扫卫生……她们什么活都
肯做，很有耐心、态度也好，真的
比自己的女儿还要亲。现在,我
已经离不开她们啦。”李婆婆笑呵
呵地说。

像李婆婆这样对坎山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助老员赞不绝口的服
务对象不在少数，如今，坎山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的墙上已经挂满了
服务对象及其家属送来的锦旗。

据悉，坎山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是一家4A级社会组织，目前有
持证上岗助老员50名、管理人员7
名。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始终以关
爱、服务老年人为出发点，不断整
合资源、创新思路、完善机制、升级
服务，每年为1200余名老人提供
暖心服务，年均累计服务时长约12
万小时，用行动践行“为政府分忧，
替儿女尽孝，帮老人解难”。

“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他
们有需求，村或社区评估人员会
根据老人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居
住情况、经济条件、年龄、残障情

况等综合因素，评定出可享受服
务时间，再由我们安排助老员上
门为老人提供每月4小时以上、15
小时以内的对口服务，服务内容包
括生活照料、家政维修、康复护理、
精神慰藉、安全防护、文体娱乐活
动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

为让助老养老服务更加精
准、全面，服务中心还积极与专业
养老护理医院建立了医养结合战
略协作关系，为服务对象开通“绿
色就诊通道”、提供专业指导、咨
询和危险因素干预，从衣食住行
全方位给老人们关怀和帮助，使
老人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近日，城厢街道召开文
明程度指数测评迎检工作部署会，
对今年第一季度杭州市城市文明程
度指数测评迎检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提高站位，增强责任，
各社区要抓细抓实迎检工作；畅通渠
道，加强沟通，各科室和联社区干部
要及时对社区进行工作指导；加强督

导，建立工作调度机制，及时开展巡
查督查工作。并从测评点位、测评时
间、测评指标体系变化及小区点位存
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部署。

会后，各社区组织社工、物业、
志愿者等一起动手，开展了清理楼
道堆积物、清除杂草、整理单车、清
扫落叶等大扫除活动。

（王洁琼 王俞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