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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控集团”），是市委、市政府在整合西宁市现有地方金融资源基础上批准设立的市级金融控股

集团。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是一家集金融、相关产业投资、运营、资本运作、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功能

较为齐全、种类较为完善的综合性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有西宁城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西宁城投稳当生活商

务管理有限公司、西宁创投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融资租赁子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西宁金控集团特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欢迎有志于实现个人价值、勇于挑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士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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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原则、程序

本次招聘分为中高层岗位及普通

员工岗位招聘，中高层岗位招聘将采

用面谈形式择优录用；普通员工岗位

招聘程序经笔试、面试综合成绩择优

录用。

应聘人员请登录青海人事考试信

息网下载并如实填报《应聘登记表》，将

个人 相 关 专 业 资 格 证 书 、学 历 证 书

等扫描件以电子邮件形式一并发送

到 xnjkjtzp@163.com（邮件主题及附件

统一命名格式：岗位名称+姓名，例如：

应聘子公司风险管理部部长（主管法

务），则附件命名为子公司风险管理部部

长（主管法务）+张婷，每人限报考一个

岗位，报名截至时间：2018 年 7 月 20 日

17 时，请应聘人员关注“西宁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平台，届时我

们将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面谈及笔试

相关信息。

二、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及工作地点

招聘岗位及任职条件详见青海人事

考试信息网http://www.qhpta.com。

三、薪酬待遇

凡录用者，与录用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并缴纳五险一金，享受国家法定节假

日，具体薪资待遇参照所属各公司《薪酬

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四、联系方式

招聘过程中如有疑问请致电西宁金

控集团人力资源部0971-6108523。

西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西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招聘启事

微信公众号
平台二维码

近日，昌平法院对十三陵思陵被盗案
作出一审判决，除被告人黄润生因病死
亡，另外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4到12年
不等有期徒刑。

据悉，今年 4 月，国家文物局通报了
2017 年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安全事故 25
起，其中就包括十三陵思陵盗窃案。思陵
石烛台于2016年4月被盗，相关部门次年
3月才去报警。国家文物局通报，北京市
人民政府已对1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
肃追责。
小推车推出石烛台倒卖价格谈妥小推车推出石烛台倒卖价格谈妥1515万万

判决显示，2016年4月间，黄润生、齐
光亮、顾玉峰、刘玉华、刘西平等人来到北
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悼陵监村，盗窃明十
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二件。

齐光亮供述，他们当天晚上 11 时左
右从房山区出发，把车停在路边距离思陵
大门有 50 米左右，用绳子从后面的院墙
跳进去，偷了两个石烛台。黄润生自己联
系了买家，第二天就把东西卖了。

黄润生供述，他当时在围墙外望风，
其他人进去用一个小推车把两个石烛台
推出来装车，然后拉回房山区坨里村附
近。凌晨时把石烛台装到被告人张敏的
面包车上，又拉到怀柔九渡河黄坎村，被
告人林新宇当场给了 9 万元，给了张敏
1500元车费，剩下的钱被几个人分了。

被告人林新宇的供述证实，2016年上
半年的一天早晨，黄润生和司机开了一辆
面包车，说收了两块石头。林给黄 7 万
元。过了十多天，林新宇以 10 万元的价
格又卖给冯登俊。

被告人冯登俊的供述证实，2016年上
半年的一天下午，从林新宇处买了两个石
头花瓶，看是老物件，上面雕工很精美，一
个重500斤，最后谈好是15万元。对于倒
卖文物的价格，几名被告人供述的额度存
在差异。
88名被告人均为男性最小名被告人均为男性最小3838岁最大岁最大6060岁岁

记者注意到，判决书中显示的8名被
告人均为男性，年龄最小的38岁，最长者
60岁。其中4人出生地为北京，另外4名
被告人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山西、安徽。

8名被告人中，6人为初中文化，文盲
1人，学历最高为高中。3人无业、3人个
体，还有2人为农民。其中5人被指控盗
窃罪，1人被指控倒卖文物罪，2人被指控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唯一因倒卖文物罪而获刑的林新宇，
住北京市怀柔区，生于1979年，在8名案
犯中年龄最小。作为年龄最大的被告人，
张敏被指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决书中审明的包括思陵在内的12
起盗窃案件中，黄润生的名字均排在最
前。多名被告人的供述中，将盗窃思陵石
烛台的发起人指向黄润生。

黄润生出生于北京市，初中文化，无
业，住北京市房山区。因涉嫌盗窃罪于
2016年12月6日被羁押，2017年1月12日
被逮捕，2018 年 2 月 8 日因病被取保候
审。2018年3月30日死亡，殁年47岁。

因黄润生病逝，法院也终止了对他的

审理。被告人齐光亮、顾玉峰、刘玉华、刘
西平因盗窃罪，分别被判处10年到12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5万元到15万元不等。
唯一犯倒卖文物罪的林新宇，被判处有期
徒刑8年，罚金40万元。冯登俊和张敏犯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5年和4年，并处罚金20万元和5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包括盗窃思陵石烛
台，黄某等人从2010年至2017年间，还曾
在北京地区的古墓、古寺、高校内盗窃古
物多达12起。
思陵烛台失踪十三陵特区副主任报案思陵烛台失踪十三陵特区副主任报案

2017年3月20日，昌平区十三陵特区
副主任杨某到定陵派出所报案称，2016年
6月24日晚上10点多，护陵员发现思陵丢
了两个石烛台，经办事处多方查找未找到。

记者注意到，杨副主任的报案日期，
正是《法制晚报》曝光思陵烛台失踪的时
间。此时距离十三陵特区发现烛台被盗，
已经过去了近9个月，距离2016年4月文
物被盗过去了将近1年。

当发现文物被盗后，相关部门未能做
到及时抢救。对此，国家文物局通报，北
京市人民政府已对1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严肃追责。

2017年4月7日，警方在北京市通州
区牛堡屯镇欢乐嘉苑被告人冯登俊家中
起获两件烛台。从警方接到报案到追回
文物，仅用了18天。

经鉴定两件烛台系珍贵文物中的二
级文物。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第三条明确：可移动文物分
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
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盗窃十三陵案犯长年活跃在北京盗窃十三陵案犯长年活跃在北京
判决书显示，在2010年至2017年间，

包括十三陵在内，黄润生等人在北京地区
实施盗窃多达12起，多涉及文保单位。

2010年，黄润生、齐光亮、刘西平等人
到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东流水村，盗窃
明代仙人骑鹤纹石头过梁一个，经鉴定系
二级文物。

2011年左右，黄润生、顾玉峰到房山
区青龙湖镇上万村内，盗窃郭家坟的石供
桌两个。

2011年左右，黄润生、齐光亮、刘西平
等人到门头沟区军庄镇的北京惠民果林
实验农场门外，盗窃石槽子一个。

2013年秋，黄润生等人到海淀区苏家
坨镇徐各庄北安河村大觉寺北，盗窃圣旨
碑中的清代石供桌一套。由黄润生等人
以 25 万元向冯登俊出售，经鉴定该石供
桌系三级文物。

2015年，黄润生等人到怀柔区红螺寺
景区内，盗窃石槽子一个。同年冬天，黄
润生等人到房山区河北镇万佛堂龙泉宝
殿内，盗窃无头佛像三尊。还是2015年，
黄润生等人到房山区窦店镇望楚村弘恩
寺行宫院内，盗窃石瓶2个。黄润生等人
还到香山植物园内盗窃石香炉一个。

2016年4月，黄润生等人来到世界文化
遗产十三陵思陵实施盗窃。之后仍未罢手。

2016年10月25日3时许，黄润生等人
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内，盗窃石碑一个。

2016 年 10 月，黄润生等人到房山区
长沟镇坟庄村唐代刘济墓院内，盗窃雕花
抱鼓石一对、龛内剔地浮雕造像一件。经
鉴定为珍贵文物三级文物。11月，黄润生
等人到房山区刘济墓院内，盗窃石碑座一
个。2016年年底开始，黄润生等人相继被
警方羁押。

链接·背景
位于北京西北约 40 多公里处，有一

座著名的陵墓区。方圆约40平方公里的
小盆地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明代 13 位
皇帝的陵墓，后人称为明十三陵。1961年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思陵简称思陵，位于
北京昌平区天寿山，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
朱由检与周皇后及田贵妃之合葬墓，是明
十三陵之一，陵园建于明末清初。

在判决书中，鉴定明十三陵思陵被
盗二件烛台，系清代早期文物，属珍贵
文物二级文物。 据《法制晚报》

新华社厦门7月10日电（记者 颜之宏）替别人在朋
友圈发个广告，每天都能领“佣金”，还有这等好事？
10日，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对外披露了一种利用微信朋
友圈实施网络诈骗的新手法，提醒广大用户“天上不
会掉馅饼”，切莫轻信“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骗局。

据介绍，厦门市民钟女士在近期刷朋友圈时看到
有一微信好友天天都发五条“电影广告”，钟女士觉得
好奇就询问对方。对方表示，只要这样“简单动动手
指”，每天就可领27元的“佣金”。

闲来无事的钟女士便向对方索要了“业务员”的
微信号。添加后，“业务员”称自己与某推广公司合
作，每天只要转发5条电影广告链接到朋友圈帮助推
广，就有 27 元“佣金”。不过对方表示，在此之前，
需要钟女士先缴纳380元“押金”。

就这样，钟女士交了380元的“押金”后被拉进
一个“工资结算群”，在这个群里钟女士确实领到了“佣
金”。之后“业务员”又称公司与某直播平台有合作推广
项目，缴纳699元“押金”后，每天发6条广告到朋友圈，
可以领取69元的“佣金”。“业务员”还怂恿钟女士“发展
合作伙伴”，每介绍一个朋友参加转发活动，就可以得到
80元的“奖励金”。

直到7月5日，做完“任务”的钟女士才发现自己被
踢出了“工资结算群”，并被“业务员”拉黑，这才意识到
上当受骗。钟女士前后共计付款 5836 元，扣除收到的

“佣金”“奖励金”454元，一共被骗5382元。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数据统计显示，仅在过去一周时

间内，厦门便有5名群众落入此类诈骗陷阱。民警调查
发现，类似作案手法在全国多地均有出现，此类案件以

“佣金”为诱饵，让被害人“尝到甜头”后，便以“收取押
金”等借口索要钱财，最终致使被害人上当受骗。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公众，凡是涉及“转发朋友
圈领佣金”“兼职刷信誉”等为借口开展的所谓“推广活
动”均为网络诈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易向陌
生账户转账，如遭遇此类诈骗行为，可第一时间向微信
客服举报，或向当地反诈骗部门报告。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林苗苗 王宾）我国科
学家通过对约580万对育龄夫妇的备孕妊娠队列数据
进行挖掘分析后发现：与丈夫不吸烟的妻子相比，丈夫
吸烟的妻子其自然流产的发生风险可增加17%，且妻子
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会随着丈夫吸烟量的增加而增加。

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马旭带领大数据分析团队，基于2010年至2016年参加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约580万对备孕夫
妇的检查随访数据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近期已在线发
表于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公众健康杂志》上。

研究通过对孕前检查、孕早期随访和妊娠结局三个
阶段的随访发现，29%的丈夫为吸烟者。丈夫吸烟的妻
子自然流产率为2.92%，丈夫不吸烟的妻子自然流产率
为2.38%。在孕前丈夫吸烟的研究对象中，如果孕期丈
夫仍然吸烟，则妻子的自然流产率为3.35%；若围孕期
（怀孕前后）丈夫戒烟，其妻子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下降
为2.79%，但流产风险仍高于丈夫始终不吸烟的妻子。

科学家发现，即使在丈夫没有当面吸烟且自报无其
他二手烟暴露的妻子中，丈夫吸烟仍可增加妻子自然流
产的风险。

明十三陵思陵被盗案多人获刑
发朋友圈能“赚钱”？别掉入诈骗陷阱！

丈夫吸烟妻子自然流产风险增加

被盗窃的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窃的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