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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正是裙带菜收割的季节。眼下，在大连海域，裙带菜被一艘艘渔船装得满满的运
到陆地，送到加工车间。作为大连海洋特产，裙带菜是大连春天第一鲜菜。同春种秋收相反，裙带菜是秋
末栽培到海里，春季进入收获期，收割期大约一个月。 薛新会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裙带菜迎来收获季节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3
月 16 日 12 时 30 分，南航 CZ2329
航班搭载 36 吨货物从沈阳桃仙
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希思罗
机场，此举标志着南航在沈执飞
的首个欧线“客改货”航班顺利
启航。

按照计划，南航北方分公司将
于3月16日开始每周星期二、星期
五执行沈阳至伦敦“客改货”航班，
由空客A330机型执飞。

今年初，南航物流公司结合沈
阳地区货运市场需求，明确了通过

“客改货”形式加大沈阳至欧洲地
区运力投放的经营思路，以满足欧
洲地区的货运市场需求。沈阳至
伦敦“客改货”航班开通前，南航北
方分公司协助完成了运力安排以
及航权、时刻等相关批复落实工
作。同时南航物流公司发挥部门
间的联动优势，广州、沈阳、伦敦三
地积极沟通，细化运行保障方案，

确保航班运行各个环节高效顺畅，
从销售方式、航班申请、运行保障
等方面多维度做好航班运行准备
工作。

南航物流公司根据新形势下
的市场特点，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巩固发展国内
市场的同时积极挖掘国际航空货
运市场。自2020年5月2日以来，
南航在沈先后开通了沈阳至洛杉
矶、沈阳至旧金山、沈阳至伦敦三
条洲际“客改货”航线，累计运输防
疫物资、跨境电商等货物 456 吨，
为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不断开辟
新的空中运输通道。

此外，南航物流将持续背靠跨
境电商业务在沈蓬勃发展的契机，
助力跨境电商货物打破欧线物流
运输瓶颈，在特殊形势下实现南航
物流“智联全球产业，赋能美好生
活”的企业使命。

南航正式开通
沈阳至伦敦“客改货”航班

本报讯 3 月 16 日，铁岭市
“建行杯”2021年“春风行动”专场
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此次招聘会共吸引企业119家，提
供岗位1083个，到场求职者约600
人，其中117名求职者当场与用人
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据介绍，作为铁岭市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的重点品牌之一，“春
风行动”至今已连续开展 17 年。

“春风行动”重点服务有就业创业
意愿的农民工，促进人岗对接，满
足企业和求职者需求。为举办好
本次活动，更好地宣传企业用工信
息，满足求职者的个性化需求，今年的
活动主题是“春风送岗位，就业暖

民心”。从 2 月 23 日起，人力资源
市场现场招聘活动重新开放以
来，铁岭各县（市）区已陆续组织
多个专场招聘会，以助力滞留在
家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为了
举办好本次活动，铁岭市还首次
尝试了与“铁岭发布”快手平台合
作进行直播带岗，进一步扩大知
晓率。当天，包括万隆包装、津达
线缆等 10 家企业的招聘负责人
走进直播间，通过直播平台介绍
企业并推荐岗位 232 个，平台关
注人数 3000 人。此外，在现场还
设立了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咨询
服务区。

郜玉鑫 本报记者 狄文君

铁岭举行“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民生·服务

本报讯 是否建立了以校长或
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
全责任制，是否做到定期检查食品安
全并有记录，加工食品是否烧熟煮透
了……开学后，校园食品安全再次成
为焦点。记者 3月 17日获悉，大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大连市教育局在
全市启动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整治突出“严”字当头，切实

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此次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涉及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及配
餐企业 2000 余家。要求学校食堂和
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
严禁采购、制作或经营野生动物及其
他不明来源的食材食品，严禁在食品
经营场所饲养畜禽和宠物、严禁现场
宰杀活畜禽，严禁学校食堂承接非必

要性的团体性餐饮服务工作，严禁中
小学、幼儿园制售冷荤凉菜。同时，
严格食品配送、分餐管理，确保食品
安全。鼓励学校和学生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运用“互联网+明厨亮灶”等
信息化手段，公开疫情防控期间校园
食品安全信息，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
社会的监督。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将学校食堂、

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校内食品销
售单位、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含中小
学生校外托餐经营者）等作为日常监
督检查、随机抽查和飞行检查重点单
位，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和食品抽
检。对发现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对涉嫌
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魏祎霓 本报记者 吕 丽

大连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专业配餐企业和学校食堂要“严”字当头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必须找
他们指定的中介办贷款，否则开发商不
配合。”说起以前买房时的遭遇，沈阳市
民李女士挺气愤，“当时还交了好几千
元的代办费，自己办咋就不行？”记者3
月17日获悉，沈阳市房产局、沈阳市自
然资源局、沈阳市金融发展局、中国人
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沈阳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五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规范购房贷款手续代办行为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
求，不得强制购房人接受其指定的房
产中介机构提供代办贷款服务；购房人
选择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指

定的房产中介机构提供代办贷款服务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购房人收取
与代办有关的任何费用。

只能由开发商指定的房产中介代
办贷款手续、中介收取高额的代办费、
做假材料规避政策……很多购房人在
办理贷款的过程中会有这些遭遇。为
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市场秩序，维
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要求，商品
房销售过程中，购房人以按揭贷款方
式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
构不得强制购房人接受其指定的房产
中介机构提供代办贷款服务。购房人
可以自行办理按揭贷款手续，也可委

托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指定
的房产中介机构，或者自行委托其他
房产中介机构代办按揭贷款手续。

针对一些中介机构收取所谓的“代
办费”行为，《通知》要求，购房人选择房
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指定的房
产中介机构提供代办贷款服务的，开发
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应当与其指定的房
产中介机构协商解决代办贷款服务费
用，不得向购房人收取。同时要求：购
房人选择自行办理购房按揭贷款手续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构应予以
配合协助，并提供便利条件。

“找人做材料，保证贷款能下来！”

面对一些中介人员的忽悠，可不能相
信。《通知》指出，房产中介机构在提供
房地产居间、代理等服务过程中，应当
严格遵守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不得为
购房人规避限购、限贷等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协助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据了解，为进一步规范购房贷款
手续代办行为，沈阳市将加强行业监
管，依据政策规定，严格审查购房资
格、贷款资格等，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
机构及从业人员，视情节轻重采取约
谈负责人、责令整改、暂停网签资格、
公开曝光等措施，情节严重的，将依法
移送有关部门。

沈阳规范购房贷款手续代办行为

不得强制购房人接受指定中介办贷款

踊跃参军，报效祖国。3月16
日，建昌县人民武装部组织役前训
练人员，到葫芦岛市建昌县革命烈
士陵园缅怀先烈，教导他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革命先烈们为标

杆，建功立业。
图为役前训练人员在“自觉接

受组织挑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横幅上签名。

本报记者 李万东 摄

不忘初心 报效祖国

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金控集团”）于2019年12月18日正式注册成立，是由辽宁省政府出资并全资控股的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公司注册资本200亿元人民币。
辽宁金控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着力推动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资源整合、业务协同、板块联动、风险隔离为抓
手，打造功能齐备、运营规范、效益良好的地方国有金融资本投资与管理平台，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团队，加快推动集团发展战略落地与实施，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辽宁金控集团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层的相关要求，现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集团总经
理、副总经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市场化选聘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告

一、选聘岗位及人数

本次市场化选聘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
名。2 名副总经理分别是战略发展、风险管
控、综合管理岗位和投资运营、基金投资、资
产管理岗位。

二、选聘标准

应聘人员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
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且符合
以下条件：

（一）总经理市场化选聘条件
1．基本条件

（1）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的
治企兴企能力，能够忠实地执行董事会决
议、自觉维护企业及股东利益；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3）熟悉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并具

有良好的从业记录；从事金融或相关经济工
作 10 年以上，有银行、证券、担保、基金投资
等领域工作经验的优先；

（4）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具备与
职位相匹配的任职经历和专业素养，具有敏
锐的市场意识和洞察力；

（5）经营业绩或工作表现突出；
（6）具有国内外重点院校金融、财会、经

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第一学历须为全日制本科），并取得相应学
位（留学回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相应学历学
位认证）；

（7）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8）实行职位禁入制度，严格按照《公司

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执
行，并符合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相应岗位任
职资格条件。

2．资历条件
（1）在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总部部门及省

级分支机构副职及以上业务管理岗位工作
五年以上；

（2）在全国性股份制金融机构总部部门
及省级分支机构正职及以上业务管理岗位
工作五年以上；

（3）在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内设部门及省
级金融监管机构副职及以上监管业务岗位
工作五年以上；

（4）在省级金融机构正职岗位（业务管
理）工作五年以上；

（5）在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世界 500 强）
或大型民营金融机构（全国民营前100强）主
要负责人岗位（业务管理）工作五年以上。

3.对于特别优秀者，履行程序后可适度
放宽相关条件。

（二）副总经理市场化选聘条件
1．基本条件

（1）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的
治企兴企能力，能够忠实地执行董事会决
议、自觉维护企业及股东利益；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3）熟悉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并具

有良好的从业记录；从事金融或相关经济工

作 10 年以上，有银行、证券、担保、基金投资
等领域工作经验；

（4）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具备与
职位相匹配的任职经历和专业素养，具有敏
锐的市场意识和洞察力；

（5）经营业绩或工作表现突出；
（6）具有国内外重点院校金融、财会、经

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第一学历须为全日制本科），并取得相应学
位（留学回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相应学历学
位认证）；

（7）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8）实行职位禁入制度，严格按照《公司

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执
行，并符合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相应岗位任
职资格条件。

2．资历条件
（1）在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总部部门及省

级分支机构副职及以上业务管理岗位工作
三年以上，或中层正职及以上业务管理岗位
工作五年以上，具有在市级分支机构副职及
以上业务管理岗位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优
先；

（2）在全国性股份制金融机构总部部门
及省级分支机构副职及以上业务管理岗位
工作三年以上，或中层正职及以上业务管理
岗位工作五年以上；

（3）在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内设部门及省
级金融监管机构副职及以上监管业务岗位
工作三年以上，或正处级及以上监管业务岗

位工作五年以上；
（4）在省级金融机构副职及以上业务管

理岗位工作三年以上，或中层正职及以上业
务管理岗位工作五年以上；

（5）在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世界 500 强）
或大型民营金融机构（全国民营前100强）主
要负责人岗位（业务管理）工作三年以上。

3．对于特别优秀者，履行程序后可适
度放宽相关条件。

三、市场化薪酬待遇

对市场化选聘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试
用期六个月，实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和市
场化薪酬分配机制。薪酬标准根据岗位职
责、经营目标、经营难度、责任风险等，按不
低于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辽宁省省级分支机
构同职级高管人员薪酬水平确定，年薪由
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履职待遇、福利等部
分构成。

四、选聘程序

本次选聘按照报名、简历筛选、背景调
查、测试、面谈、组织考察、体检、聘用签约等
相关程序进行。

五、报名时间及方式

1. 报名时间：2021 年 3 月 18 日 8：30-
2021年3月24日17:30；

2.报名方式：请登录智联招聘官网进行
投递报名，网址：https://www.zhaopin.com/

shenyang/。
同时，报名人员须将本人身份证、本科

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涉及国外学历学位的
还需提供教育部相应学历学位认证）、相关
资格证书（职称、职业资格、专业成果及重要
奖励等）、任现职证明文件等材料扫描件，压
缩发送至指定邮箱：lnjk1218@163.com。邮
件主题及文件命名格式为：姓名+应聘岗位

（副总经理标注分管方向）。
3.报名要求：每人限报一个岗位，不接受

重复报名。

六、相关说明

1.报名者须对照本公告规定的条件如实
申报，在整个招聘过程中，一经发现不符合
规定的，则取消资格，责任自负。报名者一
旦被聘用，须按通知规定时间及时报到，如
与原单位发生人事(劳动)争议等事项，均由
本人负责协商解决。

2.上述岗位为招聘计划，实际聘用将视
公司经营需要及应聘人员情况确定。

3.应聘者个人信息仅用于此次招聘，我
公司承诺对应聘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应
聘资料恕不退还。

4.通过简历筛查的应聘者，我公司将通
过电话和邮件方式告知后续具体安排或需补
充的相关资料，请务必提供准确的联系方式
和邮箱地址，未进入下一环节将不予告知。

5.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辽宁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