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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

项目编号：JDZB2016-GK-155
1、项目名称：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杭州）有限
公司工厂改造项目冲压车间、焊装车间、总装车
间、食堂、涂-总通廊等建筑物及相关附属工程
施工总承包（项目改扩建标段）。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3、工程项目概况：

（1）主要包括冲压车间扩建工程、焊装车间
改造、总装车间扩建、食堂、涂-总通廊等，建筑
面积约134712平方米。资金已落实。

（2）工程建设地点为杭州市大江东。
（3）计划工期200日历天；
（4）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工程设计规范和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4、资格要求

投标人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新）壹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要求具备建筑工

程专业壹级及以上。注：外省企业必须办理过
进浙备案。
5、报名（未报名的投标无效）及招标资料领取

（1）时间：2016年8月19日至8月25日9：00～
16：00（北京时间，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办事服务
中心四楼D09号窗口（江东大道3899号）。

（3）所须资料：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原件、
经办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前述资料均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 联系方式：0571-82987992
本公告发布媒体有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浙江日报》、《杭
州日报》、《钱江晚报》、《今日大江东》、“今日大
江东微信公众号”。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办事服务中心
2016年8月18日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杭州）有限公司
工厂改造工程(项目改扩建标段)的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JDZB2016-GK-154
1、项目名称：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杭州）有限
公司工厂改造项目涂装车间、焊-涂通廊、综合
站房、物流门、污水处理站（土建公用）、固废中
转站、油化库等建筑物及相关附属工程施工总
承包 （项目新建标段）。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3、项目概况：

（1）主要包括涂装车间、焊涂通廊、综合站
房、污水处理站、固废中转站、油化库、加油站、
物流门、地磅、试车跑道改造、停车场、厂区道路
及排水工程、室外管廊及外管网安装工程，建筑
面积约：110590平方米。

（2）工程建设地点：杭州市大江东；
（3）计划工期240日历天；
（4）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工程设计规范和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4、资格要求：投标人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资质（新）壹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要求具
备建筑工程专业壹级及以上。注：外省企业必
须办理过进浙备案。
5、报名（未报名的投标无效）及招标资料领取

（1）时间：2016年8月19日至8月25日9：00～
16：00（北京时间，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办事服务
中心四楼D09号窗口（江东大道3899号）。

（3）所须资料：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原件、
经办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前述资料均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 联系方式：0571-82987992
本公告发布媒体有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浙江日报》、《杭
州日报》、《钱江晚报》、《今日大江东》、“今日大
江东微信公众号”。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办事服务中心
2016年8月18日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杭州）有限公司
工厂改造工程（项目新建标段）的招标公告

百家实业百家实业

高薪诚聘物业经理、管理员、客
服、工程主管、维修技工、保洁主
管、保洁、秩序维护员，男女不限
87229961庆春路139号5楼

神州专车高薪聘司机500名
待遇：底薪+提成+其他+五险
一金。地点：下城区东新路910
号，18658178115

德帕姆招聘摇臂钻床工、普车
工 、加 工 中 心 、电 焊 工
13757107287

招厨房设备维修工、水电工、维
修 部 经 理 、玻 璃 划 片 工
13600527895

招厨房设备维修工、水电工、维
修 部 经 理 、玻 璃 划 片 工
13600527895

招四开单色机机长和切纸工
13185330707嘉兴

绽然服饰招大区经理 2 名市场
经理 1 名拓展 5 名 15168395256
李先生

招 设 计 师 ，设 计 助 理
18620159597

诚聘男装主设计师，精品样衣
工13454196664

品牌服饰聘18768183602
营销副总人力经理财务经理商
品经理

招童装设计总监，主设样衣跟
单加工厂13656689498

招 厂 长 样 衣 IE 流 水 组
18867150944

服 饰 业

诚招半精品女装针织，牛仔加
工厂15888876936

加盟合作

服装厂招聘品控总检流水组长
AD员15355811020

高薪诚聘资深男装版师、设计
师、样衣工18658150200

晨 禾 诚 聘: 仓 管 、设 计 助 理
15858007798

三鑫工业园曦彩服饰招食堂厨
师、帮工、小烫、车位86017897

高新人才市场“相约在高新”招聘活动预告
招聘会地址：杭州高新人才市场( 文三路199号 / 公交:上宁桥站 )

8月20日（周六）中电五十二所中高级人才微专场招聘会

解决方案工程师、中/高级数字电路设计、软件系统架构师、软件研发工程师等职位。

2017届毕业生系列招聘活动即将于9月底启幕，

详情关注杭州高新人才网www.hhrc.com.cn

企业报名电话:0571-88050967、28876598

邮箱：zhaopin@hhrc.com.cn 加微信，免费打印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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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省属事业单位具体招聘信息均
在省人力社保厅门户网站“机关事业
公开招聘”栏目即时发布，欢迎关注。
网址http://www.zjhrss.gov.cn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招聘为理化分析、中药材鉴定岗位
3人
咨询：0571-86455354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机关服务中心
招聘行政管理和电工各2人
咨询：0571-87827433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招聘交通相关科研、工程技术人
员3名
咨询：0571-85104442

物业 PROPERTY 订版热线：85311129 85310536 85310496 85311120人才 Talent 订版热线：0571- 85310536 85311120 85310496 网络版:www.qjwb.com.cn

“让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跟下一个世界

面对面，这是莎士比亚给我的遗产。”城邦文

化创办人詹宏志讲述了自己年少时的故事，

他出生在台湾中部山区的小镇，对于莎剧作

品从困惑到喜爱的过程中，詹宏志逐渐对“下

一个世界”建立了长远的好奇。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则用在意大利看到

的实例，来解读莎士比亚。意大利作为文艺复

兴的发源地，莎士比亚的作品多次取材于此。

“莎士比亚在写《李尔王》、《威尼斯商人》

的时候，他对人性黑暗面恰如其分的表达和

仁慈的同情，这是文艺复兴精华在他身上的

体现。”陈丹燕认为，莎士比亚更多的是继承

了传统人性的弱点和黑暗面仁慈的理解。

中国作家赵丽宏曾参观过莎士比亚故

居：“我看到无数作家在留言本上签名，莎士

比亚似乎就是我们同时代的人，400 年来一

直活在读者间，是文字和人类情感的魅力让

他的作品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

具有人类学家背景的英国诗人肖恩·奥

布莱恩，则解析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英文领

域的贡献。“莎士比亚为英语世界做了三件了

不起的贡献。”他说，“一是发展并光大了五音

部抑扬格，后来的许多大师都受到莎士比亚

韵律学的影响；二是莎士比亚发现并向人们

展示了诗歌的朦胧性，这些成为阅读莎士比

亚的一个重要乐趣；三是莎士比亚文学中海

浪般的音乐性写作也是史无前例的。”

有一次，肖恩听到学生说“莎士比亚和我们

有什么关系”，他回答：“如今舞台上的戏剧台词

基本都能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根源。”

来自俄罗斯的波波夫，从1970年代末开

始文学创作，他说俄罗斯人最热爱的莎士比亚

剧目是《哈姆雷特》，至今在许多校园中，学生

们仍愿意在戏剧表演课上选择《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始终关注人类情感，尤其爱

情，关注复杂的人性，所以成为了人类伟大遗

产。”论坛主持人谈峥，最后总结道，“他创造不

同的角色人物，拒绝片面化，他突出人类自身

和人类处境的复杂性，这是他和文艺复兴一批

大师的共同特点，这也是文艺复兴的精神。”

41位中外作家、诗人、学者昨天亮相书展国际文学周，他们畅聊——

莎士比亚，为什么需要读一读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发自上海

“莎士比亚的遗产。”这是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

题目。

41位中外作家、诗人、学者参加了论坛，一起探讨了这位

逝世400周年的世界文学巨匠，如今仍然带给我们的影响。
主论坛会场被设置在外滩的新天安堂旧址，长桌，穹顶，

半人高的消暑冰块用在此处相得益彰。就算一个 400 年前
的英格兰人穿越到现场，应该也会很快融入气氛。

中国翻译家陆谷孙、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影

像，在演讲环节前，分别出现在主荧幕上。不久前，他们两人

的逝世，被视为各自国家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多数在场作家选择回溯自己的阅读经历与莎士比亚间的

交集，来表述观点。

本报讯 前天，《浙商》杂志和红旗出版社

联合举办了《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浙商》中英文

版新书发布会。

经过多层考虑、筛选与审定，《站在世界舞

台上的浙商》精选了20位杰出的浙商代表，呈

现的是“国家元首座上宾的马云”“收购沃尔沃

的李书福”“挺进美国的中国常青树鲁冠球”，

以及“千亿企业的女掌门冯亚丽”和“全球十大

80后创业者之一的王麒诚”等20位浙商典范

的商业故事和人生奋斗经历。

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活跃于世界舞

台，与全世界做生意的经商故事与成就，全面

立体地展示了浙商的发展史、创新史。

《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浙商》通过集体努力

创作完成，从策划、撰稿、编排到出版发行，历

时 100 多天。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说，这

些书将送给 20 国首脑和中外记者下榻的宾

馆，供他们阅读。

徐澜说，每一位浙商典范都有不一样的

奋斗经历，但是每位浙商所折射的精神汇聚

起来却是全球视野中的浙商精神和浙江精

神，用他们的故事讲好杭州故事、讲好浙江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浙商》

亮相上海书展

“2016上海书展”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