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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娟遗失营业执照，号码 330621608331250，
声明作废。
●绍兴县润丰纺织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号码 3306212003182，声明作废。
●童亚文遗失 2019 年 6 月 13 日中国轻纺城北市
场 二 区 3 楼 496 号 空 调 押 金 单 收 据 一 张 ，号 码
109470，金额 2000 元，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奎琳布行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号 码 92330621MA29BJKY6Q，声 明
作废。
●陈吉刚遗失 2009 年 9 月 26 日签订的杭甬客运
专线绍兴县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被
拆迁人联，号码 13，声明作废。
●朱水良遗失 2013 年 8 月 16 日签订的绍兴县集
体土地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号码 234，声明
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农机管理总站遗失开户许可证，
号码 Z3371000143501，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阿呀呀饰品批发部遗失营
业执照，号码 330621000280952，声明作废。
●绍兴柯桥绍增堂药店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号码 J3371008049601，声明作废。

地址：绍兴市柯桥区绸缎东路255号柯桥传媒
咨询电话：85581666

绍兴柯桥客运中心有限公司
基层服务类工作人员招聘公告

二、报名注意事项
1.报名时间：2020年 7月 1日-2020

年 7 月 3 日 , 上 午 8:30-11:30 ，下 午
1:30-4:50。

2.报名地点：柯桥区齐贤街道绸缎东路
277号绍兴柯桥客运中心有限公司302室，
联 系 人 ：徐 先 生 ，咨 询 联 系 电 话 ：
85520217。

3.报名方式：报名时须提交本人有效身
份证、学历证书（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
复印件，原件审查后退回本人）、本人近期
免冠一寸彩色照片2张。年龄计算以2020
年6月30日为截止日，经资格初审后，填写
报名表。

三、公告发布
本招聘公告在区建设集团（www.

kqjsjt.com）、轻 纺 城 人 才 网（http://
www.ctcrc.com.cn/）和柯桥日报上同步
发布。

四、考试
招聘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笔

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笔试成
绩在区建设集团网站公布。面试人选根据

1:3的比例从笔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面试
结束后当场公布面试成绩、总成绩。若总
成绩相等，以笔试成绩高的排位在前，并按
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

五、待遇
录用人员待遇按照国有公司薪酬管理

办法执行，录用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并
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
基层服务岗实行轮班工作制，三年内不得
转岗。

六、其他
1.符合条件报名人数与招聘人数比不

足3：1的，核减或取消相应岗位招聘计划。
2.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拟录用对象名单在区建设集团网站

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办理录
用手续。录用对象逾期不报到的，取消录
用资格。

4.录用人员为绍兴柯桥客运中心有限
公司国有企业编制。

绍兴柯桥客运中心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绍兴柯桥客运中心有限公司为柯桥区国有企业，隶属于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根据企业自身经营需要，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基层服务类工作人员3名，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岗位
名称

站务员（售
票、检票）

计划数

3

性别

不限

学历

高中（职高）及
以上

年龄

28周岁及以下

资格条件

应届生，专业不限

备注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9日宣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

梁将担任新成立的WTT理事会主席，

以全面领导和开拓世界乒乓球的未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由国际乒联

于2019年8月创立，是世界乒乓球职

业化改革的里程碑，旨在以运动员和球

迷为核心，帮助国际乒联的赛事体系及

商业体系做全面升级与改造，充分发挥

乒乓球运动潜力，进一步推动乒乓球的

世界影响力，从而在与其他体育项目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

WTT理事会将更好地保障WTT

的良性发展，为世界乒乓球的未来把握

好方向，因此需要一位世界乒乓球行业

的领军人物出任理事会主席，带领

WTT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WTT表示，在世界乒乓球大家庭

里，刘国梁是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拥有

出色的才能及丰富的职业成就。他曾获

得奥运会和世锦赛单打金牌，退役后又

曾先后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和中国

乒乓球协会主席，期间取得了一系列成

功，中国乒乓球协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

成功的乒乓球协会。

“相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在他

的带领下，世界乒乓球人会一起为了共

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将WTT理事会和

整个乒乓球项目推向更高点。”WTT

在声明中说。

刘国梁说：“乒乓球在许多方面丰

富了我的生活，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

这项运动。因此，我为能够领导WTT

理事会并帮助乒乓球成为世界领先的运

动之一而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卡里尔·阿尔·
默罕纳德表示，刘国梁无疑是位乒乓球

传奇人物，作为球员、教练以及中国乒

协主席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坚信他

是能够帮助WTT和乒乓球项目走向成

功的最佳人选。

“刘国梁不仅在中国，同时在世界

乒坛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希望

他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世界

范围内推广乒乓球运动，让更多年轻人

喜欢，展示体育的力量。”国际乒联首

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说，现在正值疫

情期间，全世界体育都受到波及，我们

期待在这个困难时期，刘国梁能带领世

界乒乓球回到正轨。对于整个乒乓球大

家庭来说，这项任命是很好的消息。

据悉，WTT理事会将由世界乒乓

球的主要参与方组成，包括退役及现役

运动员、世界乒乓球的重要贡献者、赛

事主办方和国际乒联人员。WTT理事

会将是未来WTT面向公众和市场的代

表和领导机构，代表所有世界乒乓球主

要参与者的观点，并确保每个人的声音

能被聆听，大家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

力奋斗。WTT理事会其他成员将于不

久后公布。 （新华）

刘国梁出任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28日结

束第28轮的争夺，AC米兰主场

2：0战胜罗马，国际米兰客场2：1

逆转绝杀帕尔马。

当天圣西罗球场气温达到了摄

氏30多度，两队的节奏并不是很

快。罗马在开场时便制造了多次射

门机会，但并没能攻破对方球门。

而此后主队也同样浪费掉了打破僵

局的机会。

易边再战，AC米兰逐渐加强

攻势，终于在第 76 分钟收获成

效。凯西禁区内凌空射门被罗马门

将米兰特扑出，雷比奇补射将球打

进，主队1：0领先。罗马虽然试图

反击，但球员们因为体能下降而显

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第89分钟，特

奥禁区内跌倒造点，AC米兰获得

点球，恰尔汗奥卢一蹴而就，最终将

比分定格在2：0。

帕尔马在主场迎战国际米兰的

比赛中，开场第15分钟便斩获进

球。热尔维尼奥禁区内接队友传球

后，过掉防守球员，内切推射将球

打进。此后国米虽然在控球率和射

门次数上高于对手，但帕尔马的进

攻似乎更具威胁。

经过不断尝试，“蓝黑军团”

在第83分钟终于借助一次角球机

会扳平比分，由劳塔罗助攻德弗赖

头球破门。帕尔马对进球过程中存

在犯规嫌疑颇为不满，而中场球员

库茨卡的抱怨使得他直接领到红

牌。仅剩十人应战的主队似乎被场

上一系列的变化影响，防守方面漏

洞频频，两分钟后再失一球，摩西

助攻替补上场的巴斯托尼为国米再

进一球，2：1绝杀对手。 （新华）

意甲

AC米兰完胜罗马 国米逆转帕尔马

2019-2020 赛季西班牙足球

甲级联赛第32轮28日再赛数场，

皇家马德里客场1：0击败西班牙

人，进一步坐稳积分榜榜首。

“领头羊”皇家马德里本轮挑

战刚刚换帅的西班牙人，本泽马的

助攻和卡塞米罗的进球让“白衣军

团”在客场拿到三分。武磊本场首

发出战，但未能进球。目前皇家马

德里以21胜8平3负积71分的成

绩占据联赛积分榜榜首，领先排名

第二的巴萨2分；西班牙人则以5

胜9平18负积24分的成绩继续垫

底，保级形势不容乐观。

上半时皇家马德里数次威胁对

手球门。第44分钟，主队门前出

现险情，但卡塞米罗和阿扎尔的射

门相继被西班牙人门将迭戈·洛佩

斯挡出。仅仅一分钟后，皇马卷土

重来，本泽马小禁区右角上送出脚

后跟妙传，跟进的卡塞米罗倒地将

球捅入，为客队打破僵局。第57

分钟，武磊被梅伦多替下。皇马将

1：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新华）

本泽马脚后跟助攻

皇马客场小胜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左）在比赛中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