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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与徐峰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地
区

借款人
名称

币种

利息（截至
2019年 7
月20日）

担保人 抵质押物

温

州

温州嘉德

程投资有

限公司
人民币

1,530,242.45

浙江三环家具有限

公司、嘉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温州

市新概念家居有限

公司、邱剑侠、汤可

术、谢明勇

浙江嘉和装饰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温州

市车站大道京龙大

厦 1 幢十八层的办

公用房，建筑面积

687.05平方米

根据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与徐峰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

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徐峰。杭州望津

实业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徐峰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徐峰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杭州望津实业有限公司

徐峰

2021年2月23日

剩余债权
本金（截至
2019 年 7
月20日）

10,000,000.00

温

州

浙江嘉和

装饰有限

公司

人民币 11,500,000.00 1,994,284.24

邱剑侠、嘉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祯高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无

近日，浙江省交通集团杭
绍甬高速杭绍段项目“智慧建
设”方案竞赛专家评审会召
开，一批优秀方案脱颖而出。

此次评审，各竞赛单位高
度重视，短时间内分别组建精
英团队参赛，结合自身优势和
项目实际需求，围绕全路线、

全时域、全方位的“智慧建设”
目标，就智慧建造、智慧工地
等开展方案设计，质量高、有
特色，呈现了诸多新理念、新
技术、新构想、新措施。

项目将针对性吸收和采
纳竞赛方案成果，推动从工业
制造向智慧建设的提升，致力

打造具有工业科技感、环境友
好感、人文幸福感的智慧建设
项目，最终实现数字化管理、
指尖上生产。 贾洪波

杭绍甬高速杭绍段致力打造“智慧建设”项目

日前，国网杭州市萧山区
供电公司首场供电服务“百家
讲堂”活动上，新塘供电服务
站工作人员陈祖良讲述了通
过“网格服务矩阵”提升服务
品质的做法。许多和陈祖良
这样的一线电力服务人员，也
在讲堂上各抒己见，分享了自
己在工作中的经验方法。

供电服务涵盖业务面广，
涉及内容繁杂，尤其是台区经

理、业务窗口受理员等一线服务岗位，与客户联系最为紧密。为此，萧山供电
自今年2月起开展了供电服务“百家讲堂”活动，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员工经
验交流等方式，提升一线员工服务水平。接下来，“百家讲堂”还将陆续走进
各基层供电服务单位，为更多一线员工带去提升服务的好经验、好做法。

同时，公司还将继续深化卓越服务行动，开展供电服务劳动竞赛，着力打
造亚运服务“金名片”，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蔡敏燕 徐国锋

萧山电力：供电服务“百家讲堂”开讲

海宁中兴铜业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编号 81330481mc25371986，声
明作废。

浙江咸亨高科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2月20日股东
会决议，浙江咸亨高科有限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
5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浙江咸亨高科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绍兴咸亨兰文化博物园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2月20日股东会
决议，绍兴咸亨兰文化博物园有限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
至5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绍兴咸亨兰文化博物园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姚 华 明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330483198608270515，特此声明。
浙江国千环境节能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章号：3301090479042）遗失财务章、法人章
（胡立江），声明作废。
郑余良出生于 1969 年 12 月 2 日，身份证号
为 330721196912026013,遗失一级/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铁路线路工，证
书编号：0959073043100007，声明作废。
蒋志泉遗失绍兴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发
票代码：3300162350，发票号码：17252758，
金额：19万元，声明作废。
余日荣遗失再就业优惠证，证号 00057，声
明作废。
宁波行创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嘉兴市信嵘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海运提
单正本一份，提单号：SCOSU62852433
5034，国外收货人信息：R.C.TREATT&CO.,
LTD.始发港：SHANGHAI目的港：FELIXS
TOWE 货物品名：4-METHYLGUAIACOL
数量：24DRUMS此票提单作废，特此声明。
宁波海曙欣怡烤鱼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 JY23302430010495，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1922年7月，上海。

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
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名青
年却精神亢奋。

他们，代表当时中国共产
党的 195 名党员秘密参加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由民主的
新世界，在年轻人的热情里展
现。

大会起草了11份文件，其中
便有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者字
斟句酌。8天，3次全体会议；6
章、29条的党章等文件，逐条起
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1927年底，宁波。
白色恐怖蔓延，黑色子夜深

沉。
由于工作关系，有个叫张人

亚的中共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

党内文件，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也
在其中。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
导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
书心愿，希望成为“一个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的工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
晚，宁波霞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
没打招呼地推开家中大门。

“儿……”父亲张爵谦十分惊
喜。张人亚却单刀直入，将一大
包文件交给父亲，再三嘱咐他好
好保管。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
这是此生最后一面。

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张
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
闹革命，全村都知道。祖父当时
声称，张人亚在“四一二”中身
故。“在长山岗上搞了一个坟，放
了个空棺材，把这批东西放进去

了。”
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静

泉”——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
前的名字。为了稳妥，他删去

“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
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底，瑞金。
5年前与父亲匆匆一别后，

张人亚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在地
下进行共产党工作。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张人亚前往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
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
长。

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
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
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长汀检查
工作的途中。此时，他只有 34
岁。

“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
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
战士”，1933年 1月 7日出版的
《红色中华》报上，一篇《追悼张人
亚同志》这样写道。

1951年，宁波到上海。
20 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

息。寻子，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
的唯一牵挂。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通过组
织关系去找……用尽一切办法，
张爵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
交还到儿子手中。

百寻无果。
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东西

应该属于党！张爵谦把空坟里的
所有文件取出，交给上海有关部
门。

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
那是历史留下的厚重印记。

保存完好的《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成为记录
二大的孤本文献；里面的中共第
一部党章，更是弥足珍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
管部副主任王长流感慨，张人亚
和他的亲属都有着“使命重于生
命”的担当，“这样的赤子之心，使
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2005年，上海到瑞金。
交还文献后，张人亚的后人

依然未放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
亲人。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张家人在网上一份《红色中华》剪
报中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

“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
要的讯息。”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
感慨，几十年的寻找，终于确定了
方向——江西瑞金。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
党章也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营销员，营销员，还是营销
员！

前不久，2020年第四季度全
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100个
职业排行发布。记者梳理发现，
自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发布该
排行以来，“营销员”连续六期蝉
联排行榜首。

不仅仅是营销员，一些从业
门槛较低的工种多次榜上有名并
位列前列，如保洁员、餐厅服务
员、保安员、商品营业员、家庭服
务员、车工等。

说起“最缺工”的职业，想必
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高精尖”领
域的技术技能人才。然而，现实
中缺工的反而是上述从业门槛较
低的工种。这些对技能要求低的
工种为何持续缺人？

制造业服务业人才需求量大

“当某一职业的需求超过供
给，我们就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
个职业的劳动力存在短缺。”中国
人事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市场与
流动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
永坡如是解释短缺职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按季度发布

“短缺排行”，为的是提升职业技
能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同时
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求职招聘、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供方向性
指引。

综观已发布的6期排行，生
产制造业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
生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3
类职业占比均超九成，稳居劳动
力市场短缺职业的主体。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青壮年
劳动力占优势。”在田永坡看来，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较大
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总
人口比例呈下降之势，人口老龄
化程度日益提升。这种年龄上的
结构变化，直接导致了制造业、服
务业中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岗位
的供求短缺。

同时，田永坡说，受技术进步
和产业调整的推动，劳动力市场
对具有一定技术和专业知识劳动
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专业技
术人员日益紧缺。另一方面，新
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对传统制
造业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了“虹吸”
效应，导致制造业人员短缺。

这一点在2020年第四季度
“最缺工”职业排行中有所印证。
新进排行的25个职业中，有15个
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如冶炼工程
技术人员、铸造工、汽车工程技术
人员、金属热处理工等。短缺程
度加大的34个职业中，有16个职
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如钢筋工、
机修钳工、纺织染色工等。

从2020年第四季度的数据
来看，招聘需求人数环比上升明
显，“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供求
关系总体趋紧。缺口数上升到
92.9万人，总体求人倍率从三季
度2.67上升到2.90，均居发布排
行以来的最高位。

因自动化、智能化难以取代
而缺工

已发布的6季短缺职业排行
中，前十位“最缺工”的职业基本
稳定，偶有变动。其中，营销员、
餐厅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商
品营业员、车工等6个工种，连续
名列前十。同时，家政服务员、收
银员、焊工等工种，也多次出现在
榜单的前十位。

“短缺工种是全部职业或是
统计数据覆盖范围内全部职业的
一种反映，持续短缺确实反映了

市场上此类人员的供需状态，这
是一个大致的特征。”田永坡认
为，受劳动者观念、择业倾向以及
职业声望等影响，各职业的短缺
情况有所不同。

一些从业门槛低的工种之所
以招聘难，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殷宝明
看来，主要是由于这些岗位就业
质量不高，吸引力不足导致流动
性高。他还注意到，其中多数工
种属于服务业，是自动化、智能化
一时难以取代的岗位。

同时，这也侧面反映了就业
的结构性矛盾——“有岗无人”和

“有人无岗”的错配持续存在。“高
技能人才和技能要求不高的基础
岗位两头供不应求。”殷宝明表
示。

田永坡将这种两端供不应求
的情况比喻为“微笑曲线”，即劳
动密集型且无法被机器完全替代
的劳动力和高技术领域的劳动力
需求旺盛，出现紧缺，“这是技术
进步所引发的岗位结构变化”。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全面，只
反映了部分情况。”殷宝明介绍，
该短缺职业排行只是收集了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的供
求数据，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招聘
及有关信息并没有纳入统计。

一些技术技能要求较低的工
种之所以频频出现在榜单前列，
在殷宝明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或
许跟数据来源有关。这些岗位的
从业人员一般年龄较大、文化水
平不高，多数通过线下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求职，企业也倾向于通
过线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

缓解“最缺工”，企业要提待遇

“最缺工”的排行榜单，除了
短缺工种的排行，还罗列了岗位
缺口数从大到小排列的需求典型
城市。

这其中，不少岗位在南北方、
东西部都缺。如一年多来“最紧
俏”的营销员岗位，最紧缺的5座
城市为上海、长春、北京、天津和
洛阳；多次位列“最缺工”榜单前
十位的家政服务员，长春、厦门、
广州、北京、昆明等地尤为短缺。

“从区域来看，专业技术人员
在东部地区更显紧缺。”与此同
时，田永坡观察发现，随着中西部
地区城市群的发展和崛起，当地
对人才的需求量加大，虽有部分
人员回流，但仍有不少岗位处于
缺人的状态。

针对一些从业门槛较低的工
种总是缺工的现状，殷宝明认为，
企业要提高这些岗位的待遇竞争
力，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减少岗位
流动性，降低招聘成本，实现与员
工的双赢。同时，负责培训的单
位要完善相关职业标准和培训规
范，提高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
并在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上进
行倾斜。

“发布紧缺职业，可以引导劳
动者有目的地参加和接受一些职
业培训，提高自己应对劳动力市
场变革的能力。”田永坡说，这些
信息也可以为劳动者了解自己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提供参考，
为用工双方在工资议价、招聘和
求职决策时提供参考。

田永坡建议，在条件允许的
时候或者地区，适当提供短缺职
业的工资水平数据，供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参考。

殷宝明建议未来要扩大数据
覆盖范围，增加数据来源渠道，为
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提供
更加准确、有效的指引。

据《工人日报》

2月21日，游客和飞

行爱好者在武义县大斗

山飞行营地乘坐三角翼、

滑翔伞，伴着晚霞翱翔在

火红的天际。

随着天气转晴和气

温回升，为观赏落日时

分美轮美奂的晚霞，飞

行爱好者和游客待太阳

快落山时，乘坐滑翔伞、

三角翼，在空中感受美

妙时刻。

通讯员张建成
李云升 摄

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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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等工种连续稳
居“最缺工”前十位

为何这些从业门槛
较低的岗位总缺人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上周开
始大幅升温，春意暖暖，百花盛开。
不过，初来乍到的“春姑娘”这就要变
脸了，本周我省有两次降温过程，分
别在22日傍晚至23日和25日夜里
至26日。预计23日最低温度浙北地
区6~8℃，其他地区8~10℃；23日最
高温度浙北地区14~16℃，其他地区

16~18℃。需注意增添衣物，预防感
冒。

本周不仅气温起伏较大，受冷暖
气流影响，22日下午开始到24日浙
中南及沿海地区部分有弱降水，25~
26日全省还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本周天气展望如下：23 日（周

二），全省多云到阴，其中浙南地区阴
局部有小雨。24日（周三），全省多云
到阴，其中沿海地区下午到夜里阴部
分有小雨。25日（周四），白天全省阴
部分有阵雨。25日夜里至26日（周
五），全省阴有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
大雨。27~28日（周六、日），全省阴部
分有阵雨。

本报讯 记者曾晨路报道 日前，杭州市总工会、
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出台
《关于进一步完善职工疗休养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对疗休养经费、时间等进行了明确，并新增
了舟山、苏州、黄山、丽水等4条市域外线路。

据杭州市总工会保障部部长楼萍波介绍，《通知》
是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与市总工会第二
十二次联席会议纪要》精神，将《2020年杭州市开展
职工疗休养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进
行了延续，为的是更好地推动职工疗休养工作健康发
展，满足职工美好生活需要。

《通知》明确了疗休养对象，即应当面向广大职
工，以一线职工为主，优先考虑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和各类先进模范，照顾因工负伤或即将退休的职
工。

《通知》将去年《暂行规定》中的灵活安排疗休养时
间、提高职工疗休养经费标准、职工家属可随同参加疗
休养、落实疫情防控等多项政策进行延续外，还扩大了
疗休养地点的选择。根据《通知》，职工疗休养可赴浙皖
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长三角（沪苏浙皖）区域、对
口帮扶（支援、合作）地区、山海协作和杭州都市圈城市
以及各类教育活动基地，优先选择杭州市域内的旅游度
假区、特色景点、美丽乡村、农家乐（民宿）和职工（劳模）
疗休养基地，鼓励区、县（市）积极开展职工疗休养结对
互送，交错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

而今年新增的舟山、苏州、黄山、丽水等4条市域
外线路，是杭州市总工会在保留并优化杭州地区的4
条经典线路的基础上，为一线职工新增的疗休养线
路。

记者潘仙德报道 在台州，与
往年相比，今年的企业不仅开工
早，而且员工返岗率也高，订单还
连连爆满，广大职工正争分夺秒
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冲刺“开门
红”。

当大街小巷还笼罩在幸福祥
和的春节氛围中时，不少企业车
间里，早已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等制药
企业，因订单需求量大，部分车间
春节期间不停工。而“水晶光电”
同样因订单量大，尤其是海外订
单多，多条生产线只放了3天假，
正月初三就早早开工。

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的星星冷
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内，
叉车来回穿梭，车间里，工人全力
赶产，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机械

臂动作整齐划一，一台台冷柜排
队“走”下生产线。

“去年，我们争取到美国的部
分市场，新发展了多个客商，对美
外贸业务占比大幅提升，还拓宽
了印度、俄罗斯等新市场。”“星星
冷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前
公司海外订单就已爆满，加上国
内无人售货柜、商用冷链等销量
较好，今年一季度产量预计比去
年同期增长80%以上。

昨天，正在贵州招工的浙江
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部长刘传俊在电话里告
诉记者：“多亏了就地过年的政策
引导，员工到岗形势很是喜人，我
们企业目前已有98%的员工到
岗，创下历史新高，公司于正月初
六已全面开工，目前已完成新员

工招聘近150人，现在，企业里所
有的生产线都能满负荷地运转起
来。”

据了解，受疫情和中美贸易
摩擦等因素影响，“双环传动”去
年上半年发展阻力重重，直到下
半年情况才有所好转，大订单出
现井喷式增长，达到历年最高
值。乘用车、商用车、工程机械、
农用机械、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市
场均呈现回暖态势，博格华纳、
ZF、康明斯等高端客户订单持续
增加。基于和客户的深度合作，

“双环传动”将世界五百强客户的
业务拓展到其全球的每一家工
厂，优质项目不断涌现，公司预计
一季度产值可达到5.8亿元。

“今年我们企业发展势头非
常好，订单都排到6月份了，虽然

除夕那天才放假，但正月初七就
复工了，现在员工100%返岗。”2
月19日，浙江龙江化工有限公司
负责人林文贤向前来调研的温岭
市太平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晨耀等
人介绍企业发展时开心地说。

“我们1月份的产值达到800
多万元，比 2019年增长了近一
倍，全年产值有望超8000万元。”
林文贤说。

“对不起，您要的货我们正在
加班加点给您赶”“对不起，您的
订单可能要排到2月底了”，这几
句话是新年开工以来，浙江天台
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电子销售
部门说得最多的话。

据了解，“祥和实业”年前对
主营产品上下游产业链进行了
充分的调研，公司积极谋划布局

轨交和电子新材料领域，自主研
发的轨交和电子新品类，进入大
批量供货。目前公司电子类订
单已经排满，正着手扩容生产
线，加大产能，保持强劲的增长
势头。

面对台州企业出现的这一繁
忙景象，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施华兴分析认为：“往
年春节，70%的外来务工人员离
浙返乡过节，30%的外来务工人
员留企生产，今年正好相反，所以
企业开工早，这和我们的企业、职
工响应省委、省政府和省总工会

‘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号
召分不开。”施华兴说，这样一来
既保证了企业生产的需要，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节后用工
短缺问题，加快了开工节奏。

扩大疗休养地点选择
新增4条市域外线路

杭州完善
疗休养政策

返岗率高 订单爆满
台州企业力争新春“开门红”

本周“春姑娘”使小性子
气温起伏大，后期多阴雨

翱翔火红天际 欣赏落日余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