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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发展需要，特向社会公开诚聘英才，招聘
岗位如下：

一、综合柜员岗A（10名）
（一） 应、往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

历，专业不限。
（二）玉环户籍，年龄26周岁以下（1995年1月

1日以后出生），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从业满2年以上
的金融同业从业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28周岁以下
（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综合柜员岗B（定向，1名）
（一） 应、往届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不限。
（二）玉环户籍，年龄30周岁（含）以下（1991

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定向服务机构为地处偏僻海岛的鸡山分理处，录

用后在鸡山分理处服务期应至少满5年。
三、管培生（2名）
（一）应、往届普通高校（及全球排名前 500海

外学校）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国家985、211
工程院校全日制本科学历，经济、金融、财会、审
计、税务、统计、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法学、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注册会计师
（CPA）、注册金融分析师（CFA）、注册内部审计师

（CIA）、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CISA）、人力资源管
理师（二级及以上）等国家认证中高级职业资格的不
受专业限制。

（二）玉环户籍，年龄28周岁以下（1993年1月
1日以后出生）。

管培生培养方向为综合管理岗位，入行后将安排
到各岗位进行系统培养，提供发展平台。

四、软件开发岗（偏前端）（1名）
（一）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

机、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二）台州户籍，年龄32周岁以下（1989年1月

1日以后出生）；
（三） 3年以上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经验，同等条

件下，具有银行项目开发经验者优先；
（四）熟练掌握 JavaScript，CSS，HTML5，DOM/

BOM等前端技术，熟悉常见安全问题和对策；具有
扎实的软件开发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 Java编程语
言，能熟练使用开源主流框架（SSM等）；熟练使用
主流数据库产品（DB2/MYSQL/ORACLE等）；

（五）熟练掌握 Intellij idea、WebStorm等开发工
具，熟练使用版本控制和构建发布工具；

（六）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较强的独立工作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七）预聘人员设定至少3年服务期。
五、数据管理岗（2名）
（一）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

机、统计学、数据相关专业毕业。
（二）台州户籍，年龄32周岁以下（1989年1月

1日以后出生）。
（三）精通Oracle,DB2等主流数据库中一种数据

库，擅长存储过程的编写和性能优化；
（四）对数据敏感，具备优秀的分析技巧以及报

告展示能力，了解主流报表工具或新兴前端报表工
具；

（五）熟悉数据挖掘常见算法，过往有千万级以
上数据量的数据分析/挖掘项目优先；

（六）有管理和分析用户需求的经验，有银行业
数据分析的技术支持经验优先；

（七）有较强的计划和组织协调能力，具备结果
导向思维，工作严谨、对技术工作有热情。

（八）预聘人员设定至少3年服务期。
六、客户经理岗（4名）
（一）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
（二）玉环户籍，年龄32周岁以下（1989年1月

1日以后出生），有5年以上银行业客户经理及相应岗

位从业经历可适当放宽至35周岁以下（1986年1月1
日以后出生）。

（三）熟悉当地产业状况，具备较好的产品营销
技巧和能力，心理和身体素质良好。

（四） 2年以上银行业相应岗位从业经历。
（五）同等条件下，有一定客户资源者优先考虑。
（六）不设服务期，劳动合同期应与设定的三年

业务经营目标期相匹配。
七、营销储备岗（5名）
（一）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

业不限。
（二）玉环户籍，年龄30周岁（1991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
以下。
（三） 熟悉当地产业状况，有较好业务拓展技

巧，善于沟通，
有2年以上金融同业相应岗位从业经历。
具体招聘办法、用工条件、薪酬水平、报考须知

等详情请登录我行门户网站（www.yhhh.cn）获取
相关信息。

玉环农商银行招聘启事（2021年度）

玉环农商银行
2021年3月25日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2021年4月7日10时至2021年4月20日10时在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
平台,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网络竞价，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

二、交易对象：
愿在租金起始价及以上受让本次交易标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和有效存续的法人、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三、交易方式：
交易采用在线报价方式进行，报价不统一安排场所，报名资料审核通过且交易保证金已支付的意向受让

方，自行登录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行报价。
四、报名截止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至2021年4月19日10时。即日起接受咨询。意向受让方须按规定在

线办理报名手续，并以注册用户本人名义支付交易保证金。网上转账或直接银行柜台划款等方式（不接受现
金或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缴纳，须保证足额资金在报名截止前到账（以网站载明的银行到账时间为
准）。

五、其它：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方式：0576-87238319
监督部门：玉环市财政局
系统服务咨询电话：0576-87130875，15157107090 赖佳
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yhjyzx.com:8070/jmr/index（进网址——国有产权交易，查看公

告信息）
竞买操作手册：http://www.yhjyzx.com:8070/jmr/help
竞买人账号注册：http://www.yhjyzx.com:8070/register/entRegisterInfo

门面商业房整体招租

序号

1
标的名称

玉城街道长兴路70号（原顺达广场）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1226平方米

起拍价

1313046元/年
保证金

262610元

玉环市城建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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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委批准，十五届市委第十三轮巡察对市委改

革办、市社科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建集

团、市红十字会等5家市级单位，玉环中学、楚门中

学、玉城中学、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4所市属重点

学校，坎门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清港自然资源和规划

所等2个基层站（所）开展巡察。截至4月7日，8个
市委巡察组已全部完成进驻工作。

按照市委关于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市委巡察组

将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坚守政治巡察定位，把

“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对照被巡察单位的职能

责任，重点聚焦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贯彻落实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

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聚焦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等，把被巡察单位在履行职责使命、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玉环打造浙东南

地区重要发展极重要指示要求情况，尤其是在贯彻落

实“八八战略”“十三项战略抓手”“六稳六保”“重

要窗口建设”，数字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九个示

范市”建设等上级重大决策部署情况，作为重中之重

开展监督检查，坚定不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

下去，切实发挥巡察的政治监督作用。

根据有关规定，市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

单位现任及近五年调离或退休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来信

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

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巡察期

间，市委巡察组设立了专门的举报受理电话和联系信

箱。

十五届市委第十三轮巡察完成进驻

中共玉环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7日

组别

市委第一巡察组

市委第二巡察组

市委第三巡察组

市委第四巡察组

市委巡察组
负责人

组 长：王新华
副组长：赖伶超

组 长：郑海峰
副组长：张孙海

组 长：石凤艳
副组长：庄道顺

李海滨

组 长：林金文
副组长：陈丹芳

被巡察单位

市城建集团

市社科联、玉环中学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委改革办、市红十字会

举报电话及受理时间

举报电话：17338555001
受理时间：2021年4月7日
至 5月 17日期间，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举报电话：17338555002
受理时间：2021年 3月 29
日 5月 10日期间，工作日
8:30-11:30，14:00-16:30。

举报电话：17338555003
受理时间：2021年4月2日
至 5月 14日期间，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举报电话：17338555004
受理时间：2021年4月1日
至 5月 10日期间，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联系信箱

1.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广陵路 42 号二楼市委
第一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7338555001@163.com

1.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广陵路 42 号二楼市委
第二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7338555002@163.com

1.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广陵路 42 号三楼市委
第三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7338555003@163.com

1.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广陵路 42 号三楼市委
第四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7338555004@163.com

组别

市委第五巡察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

市委第七巡察组

市委第八巡察组

市委巡察组
负责人

组 长：朱晓初
副组长：李必文

吴荣彬

组 长：吴思尧
副组长：王德才

林 佩

组 长：耿礼文
副组长：林如泰

陈绪亮

组 长：肖卫国
副组长：钟龙秋

黄文智

被巡察单位

坎门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清港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玉城中学

楚门中学

举报电话及受理时间

举报电话：13346129225
受理时间：2021年4月2日
至 5月 14日期间，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举报电话：13346129227
受理时间：2021年4月6日
至 5月 6日期间，工作日 8:
30-12:00，14:00-17:00。

举报电话：13346129226
受理时间：2021年4月2日
至 5月 11日期间，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举报电话：13346129230
受理时间：2021年4月2日
至 5月 6日期间，工作日 8:
30-12:00，14:00-17:00。

联系信箱

1. 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东城路 7号市政府机关
东院市委巡察办转市委
第五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3346129225@163.com

1. 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东城路 7号市政府机关
东院市委巡察办转市委
第六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3346129227@163.com

1. 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东城路 7号市政府机关
东院市委巡察办转市委
第七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3346129226@163.com

1. 邮政信箱：玉城街道
东城路 7号市政府机关
东院市委巡察办转市委
第八巡察组
2.电子邮箱：
13346129230@163.com

台州展大机械有限公司债权人：

台州展大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将于 2021年 4月 15日实施二次分配，款项将通过银行

转账发放，分配如下：分配总额为人民币633311.25元，其中，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其他费

用共计140393.5元；第一顺序偿付的债权金额为0元；第二顺序偿付的债权为78274.72元；第

三顺序清偿：（1）【第一次分配时保留份额】先按照第一次分配方案受偿率12%受偿，金额为

28721.04元；（2）本次普通债权人分配的金额为：385921.99元，普通债权人按债权额1.0682%
受偿。

特此公告。

台州展大机械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二次分配公告

台州展大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