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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萧山农商银行业务发展及人才
梯队建设需要，现将2020年度校园招聘
计划公布如下，诚邀有志于农村金融事
业的优秀人才加盟。

一、招聘人数及条件

（一）管理培训生（正式在编）（6名）
1. 重点高校2020届全日制毕业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
2.经济金融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网络工程、信息安
全、数学等相关专业，取得专业相关中高
级职业资格证书者优先（如CPA、CFA、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等）。

3.具备较强的表达能力、学习能力、
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拥有较强的工作
责任感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
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

(重点高校包括国内“双一流”高校、
全球排名前100的海外高校及省内浙江
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
学。)

（二）综合培训生（正式在编）（50名）
1.高考第一批录取的2020届全日制

大学本科毕业生、2020届全日制毕业的
硕士、博士研究生。

2.境外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
以上的归国留学生（2019年8月至2020
年7月毕业，能在2020年8月底前从境
外院校获得毕业证书，并能全职工作，同
时保证在2020年12月31日前获得国家
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

3.专业不限，经济、金融、会计类专业
优先；取得专业相关中高级职业资格证
书者优先（如CPA、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等）。

（三）综合培训生（劳务派遣）（50名）
1.杭州主城区生源（含萧山区、滨江

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
2.符合正式在编员工招聘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
3.高考第二批录取的2020届全日制

大学本科毕业生；专业不限，取得专业相
关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者优先（CPA、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等）。

工作满两年，表现突出、业绩优异者
可转为萧山农商银行正式在编员工。

（四）微贷客户经理（劳务派遣）（30
名）

1.年龄28周岁（含）以下，全日制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应届毕业生优
先。

2.工作责任心强，有良好的团队协作

精神，性格开朗，善于交流和沟通。
3.服务意识强，愿意开展直接营销，

善于自我管理。
4.工作满三年，表现突出、业绩优异

者可转为萧山农商银行正式在编员工。

二、报名方式

本次招聘全权委托第三方完成，各
位应聘者请登录智联招聘网站（http://
zjxsbank.zhaopin.com）进行网上填报
简历，符合要求的应聘者可申报多个岗
位。应聘者可登录萧山农商银行官网
（http://www.zjxsbank.com）查 看 招
聘信息。

三、应聘须知

（一）应聘者对个人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如有发现应聘简历与实际不符的，我

行有权取消其考试和录用资格，一切后
果由应聘者本人承担。

（二）报名起止时间：2019年10月28
日起至11月18日止。

（三）招聘期间，我行将主要通过短
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应聘者联系，请保
持通信畅通。

（四）联系电话：萧山农商银行人力
资源部 0571-82732379。

萧山农商银行2020年校园招聘启事

扫码投递简历

11月 5日 9∶00-15∶30停 10kV
义和A55 线 2344 开关-55#杆开关、
10kV新白A41线2321-2322开关：钱
塘新区新湾街道火星村、东联仓储、绿
洲新型建材、立航机械、东江摩擦一带。

11 月 6日 9∶00-17∶00停 10kV
春风A302线69#杆：钱塘新区义蓬街
道南沙村春风一带；9∶00-17∶30 停
10KV前染963线 37#杆：钱塘新区新
湾街道长征村一带；9∶00-17∶30 停
10kV 廿围 061 线 73#、131#杆开关：
钱塘新区龙翔养殖（三）、萧围工程队
（三）、瓜沥镇大义村（一）、围垦造地开
发（一）、水利围垦综合开发、省围垦造
地开发公司（一）、水利围垦综合开发
一场、水电学院(二)一带；9∶00-15∶30

停 10kV 共盛站头新 461A 线 13/08/
01#杆开关、10kV宏图一站宏图一线：
钱塘新区新湾街道知远路新北桥幼儿
园一带。

11月 7日 9∶00-17∶30停 10KV
前染963线52/04#杆：钱塘新区新湾街
道长征村一带；8∶45-9∶30停10kV河
欣站河江线后段：钱塘新区河庄街道东
湾三配变、东湾一配变、诚盛房产（双路
单侧）、同一村、真雨伞厂、伽舟磁器、丽
堂家居、富叶伞业、特润铝业、盛得佳实
业、勤想实业、九彩包装印刷、江涛机
械、新维民机械、鑫隆玻璃、文珂实业

11 月 8日 9∶00-17∶00停 10kV
宏染A301A线市政分线16#杆开关：钱
塘新区农二次、临江街道办事处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1 月 4日 8∶30-16∶30停越王变越三
A006线越三开G15越塘A0061线-越塘开
G11越塘A0061线：萧山区北干街道杭州腾
达建设集团及其周边一带；9∶00-17∶00停南
兴A804线南阳街道5#变：萧山区南阳街道集
镇一带；8∶30-14∶30停北坞C179线 68#杆
（北坞C179线云峰分线开关）：萧山区义桥镇
云峰村、寺坞岭等一带。

11 月 5日 8∶30-13∶30停越王变越四
A019线越塘开G13越塘分线：萧山区北干街
道金色钱塘及、浙江金帝物业服务其周边一
带；8∶45-15∶45停新梅A473线40#杆A/B
路分支令克/开关：萧山区党湾镇新梅村、曙光
村及杭州意普光电技术一带；8∶00-16∶00停
油管C927线党山村1#变：萧山区瓜沥镇党山
村8组一带；8∶00-16∶00停科研A090线东
恩村9#变：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5组东一带；8
∶30-15∶30停东葛C642线06/01#杆（临北村

8#变令克）：萧山区临浦镇临北村8组等一带；
8∶35- 14∶30 停友耐 A399 线 08#杆友耐
A3991开关-27/23#杆友耐A3994开关：萧
山区宁围街道浙江卓越物业服务、浙江萧山建
宏商品混凝土等一带。

11月6日 8∶00-16∶00停油管C927线
党山村6#变：萧山区瓜沥镇党山村9组一带；8
∶00-16∶00停科研A090线东恩村1变：萧山
区瓜沥镇东恩村4组南一带；8∶30-16∶00停
永富C980线永富I开永富C9801线82/02#杆
（永富村10#变令克）：萧山区戴村镇永富村10
组等一带；8∶30-16∶00停永富C980线永富I
开永富C9801线80#杆（永富村6#变令克）：萧
山区戴村镇永富村6组等一带。

11月7日 8∶30-16∶30停渔庄C857线
36/B01#杆方天线业开关：萧山区瓜沥镇杭州
方天线业一带；8∶30-16∶30停华瑞A086线
瓜卫开01#杆毕仕大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
毕仕大纺织一带；8∶30-16∶30停华瑞A086
线瓜卫开03/B01#杆宏恩化纤令克：萧山区瓜
沥镇杭州宏恩化纤一带；8∶30-16∶30停华瑞

A086线瓜卫开03/02#杆文明印务开关：萧山
区瓜沥镇杭州文明印务一带；8∶00-16∶00停
顺和C929线党山村7#变：萧山区瓜沥镇党山
村1组一带；8∶00-16∶00停金染C858线东恩
村8变：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8组一带。

11月8日 8∶30-16∶30停名二A067线
名航开22/01#杆低田畈村6#变令克：萧山区
瓜沥镇低田畈村一带；8∶30-16∶30停名二
A067线名航开17#杆恒贤纺织令克：萧山区
瓜沥镇杭州萧山恒贤纺织一带；8∶30-16∶30
停明朗A066线明渔分支开02#杆东恩村12#
变令克：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一带；8∶00-16∶
00停顺和C929线党山村5#变：萧山区瓜沥镇
党山村2组一带；8∶30-14∶30停泗化A348
线祝坊开坊潭A348线125#杆（坊潭A348线
欢潭工业分线开关）：萧山区进化镇杭州易维
特电器等一带；8∶30-14∶30停清潭A547线
欢潭开G12欢东A547线：萧山区进化镇欢潭
村21组等一带。

11月9日 8∶00-16∶00停顺和C929线党
山村2#变：萧山区瓜沥镇党山村村委旁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大幕缓缓
落下。赛场上，各国军体健儿们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赛场外，来自五湖四海的运
动员激情相拥，分享喜悦。一个个令人欣
喜或令人捧腹的欢乐时刻串联起赛场内
外隽永绵长的记忆。

首金荣耀——八一射击队成功卫冕

19日上午的射击赛场，本届军运会的
首金争夺战万众瞩目。抬起握枪的手臂，
放下；再举起，再放下。95后小将姚兆楠
果断射击，以最后一发子弹定下输赢。最
终，由谢振翔、金泳德、姚兆楠组成的中国
队以1747环的总成绩斩获本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首金。

安静的赛场顿时沸腾起来。八一射
击队在遭遇意外情况的重压下，充分展现
了威武之师的英雄本色。

斜杠青年——
不会吟诗的木匠不是一名好枪手

他是诗人/木匠/工程师/设计师……

他是惠子程，八一射击队男子步枪选手。
同样发生在射击赛场上的一幕：22日的军
运会男子300米标准步枪三种姿势比赛
中，惠子程夺得中国选手在该项目的第一
个冠军，590环的成绩平了军体纪录。赛
后，小伙有点嘚瑟——“这个结果简直就
是个大惊喜！哎呀，我是个人才呀！”

惠子程说，过去以来“众人皆有奖，男
步在鼓掌”，男子步枪项目几十年来一直
被欧洲人垄断。这位改写历史的“斜杠青
年”开怀大笑说道，赛后最大的心愿是“给
妈妈发一个红包！”

虽败犹荣——
八一女排和“兵哥哥”互敬军礼

22日晚，女排比赛落下大幕，遗憾的
是，中国队1:3不敌巴西队屈居亚军。虽
败犹荣，赛后出现感人的一幕——现场观
战的“兵哥哥”齐声为这支队伍呐喊，“中
国女排，你们最棒。”女排姑娘们专门跑到

“兵哥哥”看台前，在队长号令下齐刷刷举
起右手，和“兵哥哥”互敬军礼。

不少观众直呼“兵哥哥”霸气，场面好暖！
“女排精神”感染着赛场内外的每一位观众。

打破纪录——
“像子弹一样快的男人”

“快得像子弹一样的男人”，当潘玉程
以2分09秒05打破男子障碍跑单项比赛
世界纪录，网友们在惊叹的同时，送给潘

玉程这样的赞美。
翻越高墙、鱼跃涵洞、打破纪录；黝黑

健硕，挥舞国旗，豪言壮语，最终以5617.5
分获得男子全能个人冠军的潘玉程，以中
国军人的威武之躯圈粉无数。

巾帼英雄——领奖台上的生日

10月23日恰逢卢嫔嫔23岁生日，她
将军事五项女子个人全能和团体两块金
牌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自己。令她意想不
到的是，登台后，台下来自俄罗斯、德国、
委内瑞拉等国的运动员一齐大声喊出了：

“Lupinpin，Happy Birthday（卢嫔嫔生
日快乐）！”循着声音望向台下，卢嫔嫔一
开始没反应过来，但很快就咧开嘴笑了。
这是军运会赛场上难忘的生日礼物！

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和
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是在卢嫔嫔的
眼里，能够穿上中国队的队服站上领奖
台，升国旗、奏国歌，就是最荣耀的时刻、
最开心的瞬间。

珠联璧合——领奖台下的求婚

鲜花藏在观众席，未婚妻站上领奖
台。26日夜幕降临，现代五项混合接力赛
颁奖现场在灯光的照射下星光熠熠，浪漫
动人。摘得铜牌的中国选手王炜还收获了
意外惊喜——在观众和运动员的见证下，
队友吴赫鹏郑重地为她奉上了求婚仪式。

“领证时，我还开玩笑说，我难道就这

样嫁给你了？没想到今天这么突然，我真
的很感动。感谢武汉，给我了这么难忘的
一刻。”正式“升级”的王炜喜极而泣，她
说，两人今后还将共同为爱情和荣誉在赛
场拼搏。祝福这对新人！

轻松一刻——击剑赛场上演桑巴舞

紧张激烈的比赛后迎来轻松一刻。
空军五项击剑项目比赛十分惹眼。剑道
上，各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厚重的击剑防
护服之下，运动员们动作敏捷、反应迅速，
配合优雅的动作和灵活的战术，他们时而
佯装防守、时而挥剑冲刺，恨不得招招见

“血”、剑剑“毙命”。
赛后，这边跳桑巴，那边弹吉他；个人

表演毫不逊色，群舞之争各显神通。巴西
女队的桑巴舞最惹人注目。只见摘掉击
剑头盔的运动员们灵巧的扭胯、欢快地击
掌，配合热情的歌声，不仅逗得对手拍手
称快，更引来全场欢呼。

巴西女队运动员埃连·索萨说，桑巴
代表着热情和欢乐，军运会是赛场，更是
传播和平及友谊的地方，在赛后给对手跳
支舞以示敬意。

最帅风景——和“兵哥哥”合张影

着装整齐、口号统一、气宇轩昂，由人
民子弟兵组成的“最强助威团”成为本届军
运会中观众席的焦点。不仅吸引中国观众
争相留影，各国运动员也乐意站在中国军

人的身边合影。在军事五项男子、女子个
人全能项目比赛中，近百名“兵哥哥”组成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拉拉队为选手加油助
威。各国的参赛选手在越野跑比赛后纷纷
来到“兵哥哥”前方，摆出欢呼的姿势，亮出
健美的肌肉，咔嚓，帮我也来拍一张！

哭笑不得——“南辕北辙”的骑行

24日，民警在执勤中发现19名来自
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外籍运动员正在骑
行，他们都是参加本届军运会的运动员。
询问得知，运动员在骑行返程时弄错路
线，导致“南辕北辙”，已偏离驻地军运村
90多公里。最后，由民警护送他们回到军
运村。

友谊隽永——我在军运村过生日

翻开生日贺卡内页，一座立体的黄鹤
楼跃然纸上。连日来，入住军运村的各国
代表团运动员在过生日时，都会收到一份
特别制作的立体生日贺卡。中文名叫杨
的斯里兰卡游泳运动员迎来26岁生日，吃
着蛋糕和热气腾腾长寿面的杨说：“这是
我第一次来中国，感到十分惊喜。军运村
里处处像家一样。”

体育无国界，赛场传友谊。军运村已
经为16个国家的117名运动员庆祝生日，
在本届军运会中发挥着“运动员之家”的
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军运会落幕 中国军团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盘点军运会上的十大欢乐时刻

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闭幕式在武汉举行

26日，吴赫鹏（右）在求婚仪式上亲吻王炜

26日，男子三级跳远冠军朱亚明在决赛后绕场庆祝

26日，中国女子篮球队球员与教练展淑萍（上）夺得冠军后庆祝

26日，中国选手魏亚东（左）在男子障碍接力金牌赛中

10月27日，为期十天的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落下
帷幕。中国代表团夺得 133金
64银 42铜，共239枚奖牌，金
牌、银牌和奖牌数均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