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力资源交流中心每月10日、20日、30日上午举行定期大型招聘会、每周一至周五举行小型招聘活动，欢迎各用人单位、求职者前来参加。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力资源交流中心11月10日上午定期大型招聘会用人单位需求信息
时间：11月10日08:15—11:00 新址：宁波杭州湾新区机电路498号（南洋小城，利时广场南面） 联系电话：63097673 乘车路线：新区公交2、5、6、8、12号线“利时商场”站下

1、浙江世亚燃气阀门有限公司；技术员 1，本
科；文员1，本科；统计1，本科

2、宁波察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3，大
专；嵌入式工程师 2，大专；装配技工 5，中专；售
后工程师5，中专

3、宁波奥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前期采购 1，
大专；压铸工艺1，大专；出纳/会计助理2，大专

4、宁波麦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 1，中
专；销售业务员2，大专

5、浙江三基钢管有限公司；安环专员1，大专
6、宁波费曼电缆有限公司；检验员3，中专
7、浙江奔多实业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 3，大

专；电工2，中专；业务员3，大专
8、慈溪市贝士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项目工程

师1，大专；电子工程师助理1，大专本科各1
9、宁波市全盛壳体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助理

1，中专；机修1，中专；结构工程师1，大专；检验
员2.中专

10、宁波阿德可门业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工程师
2，本科；产品工程师 2，大专；CAM编程 1，大专；

销售行政1，大专；研发工程师3，大专
11、浙江金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仓管员1，中

专；质检员1，中专；注塑工艺1，中专；文员1，中
专；电工1，中专

12、上海西泰克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仓管员3，中专

13、浙江健安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跟单员 8，
大专；设备管理员8，大专；产品开发员8，大专

14、宁波妈咪宝婴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物料员
2，中专，注塑班长1，中专；焊接科长1，中专；化
学测试技术员1，大专；外贸业务员6，本科

15、宁波市锂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账会计 2，
本科；品管2，大专

16、宁波昕冠塑业有限公司；注塑组长 2，大
专，品管员3，中专

17、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保安 10，中专；
在线体验专员实习生 3，大专；IT实习生 1，大专；
客户体验顾问10，大专

18、宁波益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仓管员2，中
专；叉车司机5，中专；发货员2，中专

19、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金源大饭店有限公司；
中、西餐服务员10，中专；销售经理1，大专；保安
员1，中专；楼层领班、主管2，中专

20、宁波杭州湾新区仁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
艺工程师1，大专

21、浙江喜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电子商务5，中专
22、浙江三京汽配制造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

1，大专；质量科长1，大专；机修工1，中专
23、宁波康浩家纺制品有限公司；营业跟单 2，

本科
24、宁波中源欧佳渔具股份有限公司；统计员

1，中专；机械类应届毕业生 4，大专；外观设计 1，
大专；结构设计1，本科

25、宁波闳翔汽车附件有限公司；钢丝成型机设
备班长2，中专

26、宁波杭联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杭州湾分
公司；销售经理2，中专

27、宁波迈格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带班
组长2，中专

28、宁波特壹食品有限公司；检验员5名，大专

29、吉俱泰汽车内饰有限公司；缝纫工、装配工
8，中专

30、宁波圣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塑技术员
1，中专

31、上海迁禧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
新区分公司；房产销售20，中专

32、宁波杭州湾新区运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队长10，大专

33、上海泽纤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分公
司；统计员2，中专

34、鲁跃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仓管20，大专
35、宁波俊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操作工

20，中专；质检员5，大专；抛光员10，中专
36、宁波杰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检验员5，中专
37、宁波市飞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生产储备

15，中专；检验5，大专
38、嘉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检验员20，中专
39、宁波市北仑区创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湾新

区分公司；统计员3，中专
40、宁波锦旭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工10，中专
41、宁波嘉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检验员2，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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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更多停电信息请登录宁波电业局网站（www.nb.zpepc.com.cn）“停电预告”栏

慈溪市人民政府三电办公室
二○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城区三个街道范围内电力抢修服务电话51095911。

预计停电时间

11月18日8时00分
至11时00分

11月18日8时00分
至16时00分

11月19日8时00分
至16时00分

11月19日8时00分
至16时00分

11月19日8时00分
至17时00分

掌上电力2019：每日分享，瓜分千万积分！
一、扫二维码注册、登录，开通掌上电力，新人红包，最低6元，最高888元。
二、开通智能缴费一次性拿2000积分，相当于又有10元红包。
三、每月预存电费94折—95折，相当划算！

线路、配变等名称

东站B889线：上周塘村10号公变

华胜K207线、锦绣K219线：实验公寓3号、4号公变

虞波B226线：东山社区15号公变

环保K168线：货配中心、小世界幼儿园、晋泰服
饰、兴隆针织、生龙化纤、文学印花专变、二房村5
号公变等

团圈 K205线、御龙 K217线：名雅苑 1号、2号公
变、担山苑1号、2号公变

停电区域

白沙路街道上周塘村（白河初中
东北）

古塘街道实验公寓小区部分用户

浒山街道东山社区景芳苑小区

白沙路街道二房村、白彭路（南
二环南）

古塘街道名雅苑、公变、担山苑
小区、孙塘北路开发大道口西南

城区范围2019年11月18日-11月24日
计划停电信息预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受慈溪市道路运输管理所委托，本
中心将对寺山路一处房产 5年承租权进
行公开租赁网络竞价，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位于寺山路168-172号，建筑面

积约104.36㎡。租赁起止日期：2019年
12月3日—2024年12月2日，五年租金底
价：23.2万元，竞价保证金：2万元。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本次竞价采用网络竞价方式进行；

网络报名时间：2019年 11月 19日 900

至21日1630；网络竞价网址为：http://
cixi.bidding.gov.cn/点击“电子化产权交
易平台”。

三、竞价登记
有意参加的竞价人请于报名时限内

先将竞价保证金通过银行卡、网银、存
折转账缴入本中心账户，随后进入网络
按系统提示进行竞价登记。本中心开户
银行：农行慈溪浒山支行，账号：
395130010400095140000000125， 收 款
单位：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保
证金专户。

四、看样时间：2019年 11月 14日
（工作时间）。

五、网络竞价时间：2019年 11月
22日930。

六、联系方式：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
部：63917692；现场看样：63821880，
陈先生；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办公室监管：63989921。标的详细信息
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本中心咨询或登陆
http://cixi.bidding.gov.cn/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寺山路一处房产租赁网络竞价公告编号：CQ19115

兹定于2019年11月8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www.hzw.gov.cn/）公示宁波杭州
湾新区海弘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混合社区F地块
项目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兴慈二路西，玉海
东路北。新区分局联系电话：89388771、89388770。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二○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2019年11月8日开始十
日内在建设现场、慈溪市信息公开
网（网址：http://www.cixi.gov.cn/col/
col136084）公示以下项目：

1.宁波天跃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新建1#厂房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
为：宗汉街道东小路271号。

2.宁波宁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新建1#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
点为：宗汉街道新界村。

3.慈溪市江涛车辆配件厂新建
车间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
附海镇观附公路1408号。

4.慈溪市康跃车业有限公司新
建3#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变更的相关资料。拟建设
地点为：坎墩工业区。

5.慈溪市天驰塑料工贸有限公司
新建2#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变更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
点为：坎墩工业园区永安西路800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
划 窗 口 联 系 电 话 ： 63961810、
63961747 （上午 8:00-11:30，下午
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6
日电 （记者 周舟） 1972
年美国阿波罗飞船最后一次
登月后封存了部分月壤和月
岩样本供未来研究。5日，
美国航天局科学家在时隔
40多年后首次打开其中一
份样本。

美航天局 6日发布消息
介绍，一份编号为 73002的
样本在位于休斯敦的约翰逊
航天中心被打开。这是阿波
罗 17号飞船宇航员尤金·
塞尔南和哈里森·施密特
1972 年用管状容器在月球
拉拉陨坑附近的滑坡沉积物
中提取的。

据 介 绍 ， 阿 波 罗 15
号、16号和 17号的部分样
本未被用于研究，而是完整
保存在原始容器或特殊条件
中，供未来用更先进的技术
分析。

美航天局“阿波罗下一
代样品分析”项目科学家
萨拉·诺布尔说，如今能

够进行一些在阿波罗项目
年代根本无法实现的测量，
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将最
大化阿波罗样本的科学价
值，为未来探月项目做准
备。

美 航 天 局 说 ， 样 本
73002开封前，研究人员使
用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术
为样本拍摄了高清 3D 照
片，给每个颗粒和小岩石
成像；然后在充满超纯干
氮的手套箱中将样品取出，
并将其分成每份四分之一
英寸 （6.35 毫米） 的多个
段，使科学家可以对管子中
不同深度的样本进行对比观
测。

2020 年初，美航天局
还计划打开另一份编号为
73001的样本。这两份样本
保存了垂直分层的月壤，有
望为月表遭陨石撞击及月壳
形成的历史提供信息，并阐
明月球表面滑坡是如何发生
的。

阿波罗探月带回的
月球封存样本首次“开封”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
7日电（记者 王建）记者
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
斯分院了解到，由该分院郭
泰研究员团队等选育而成的
大豆新品种“合农 71”，日
前通过了科技部专家组的
现场验收，该新品种亩产
达到447.47公斤，创国产大
豆单产新纪录。专家表示，
这对扩大国产大豆种植面
积，振兴大豆产业具有重要
意义。

专家组对大豆新品种
“合农 71”实打实收现场测
产的结果表明：该品种亩产
447.47公斤，这一结果刷新
了 2018 年亩产 423.77 公斤
的全国大豆单产纪录，使我
国大豆单产纪录提高了23.7
公斤。

一直以来，大豆单产低
是制约我国大豆产业振兴的
重要因素。“这次高产纪录
实现了我国大豆单产纪录的
大幅度突破，意义重大。”

亩产447.47公斤！

国产大豆单产创新纪录

11月 7日，“雪龙”号与
“雪龙2”号顺利“会师”。

■新华社发

“雪龙兄弟”首次“会师”

新华社重庆11月 7日电
（记者 周文冲 张心怡） 为
期4天的中国岩土文物保护传
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5日
在重庆举行。与会多位国内外
专家表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并
正在由文物保护受援国向支援
国转变。

原国际岩石力学与岩石工
程学会古遗址保护专业委员会
主席、日本大阪大学教授谷本

亲伯表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物保
护工作者可以获得许多保护经
验，这是中国的优势。中日两国
可以在文物保护领域展开更多合
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
晓明说，中国将传统材料改良用
于文物保护修复，在全世界具有
开创意义。柴晓明表示，石质文
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一些国家

试图用化学材料去修补风化、开
裂的文物，但并不成功。而中国
在承德等地运用和文物本体兼容
的传统材料修复文物，经过十余
年的监测，效果较好，未来将可
能应用到更多文物保护修复项
目。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黄克忠
教授表示，中国文物保护修复坚
持前期研究为先，并贯穿到治理
的全过程，在石刻防风化保护及
无损探测、石窟渗水治理、土遗

址加固保护等方面取得多项成
果。

黄克忠说，随着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理论和技术的不断
完善，中国已经从过去的文物
保护受援国转变为支援国。近
年来，中国援助了柬埔寨吴哥
古迹、蒙古国科伦巴尔古塔、
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
神庙等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项
目。2018年，陕西省文物保护
研究院援助缅甸修复在地震

中受损的世界遗产蒲甘他冰瑜佛
塔项目也正式启动。同时，中国
还多次与美国、日本、意大
利、德国等国家开展文化遗产
保护合作，输出中国理念和技
术。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
古司副司长张磊说，在全世界范
围内，中国岩土文物保护工作
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
可，在这一领域发出了“中国声
音”。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