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
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20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汉城 版面 / 立方 校对/ 若惜

英国《金融时报》17 日报道，传媒
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子女6人，每人将
因为华特迪士尼公司收购21世纪福克
斯公司而得到20亿美元。

报道说，这一数字包含默多克家
族基金持有的21世纪福克斯公司17%
股份。按照迪士尼承诺的每股38美元
收购价，默多克家族基金所持股份价
值120亿美元。

默多克家族基金的 6 名直接受益
人为默多克的4名成年子女普鲁登丝、
詹姆斯、拉克伦和伊丽莎白，还有默多
克与前妻邓文迪所生两名女儿格蕾斯
和克洛。格蕾斯和克洛同样是默多克
家族基金的受益人，但没有投票权。

上述 120 亿美元不包括默多克家
族所持新闻集团股份，也不包括在福
克斯新闻电台的持股，但包括 21 世纪
福克斯公司在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收
益。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上月说，将把

所持英国天空电视台股份卖给美国康
卡斯特公司。

迪士尼允许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
投资者选择接受现金和迪士尼股票的
组合。不清楚默多克是否将允许子女
选择自己的组合。默多克是默多克家
族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月
报道，迪士尼与 21 世纪福克斯之间的
收购协议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

今年6月，美国司法部有条件批准
迪士尼以713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
斯公司的交易，但要求迪士尼出售 21
世纪福克斯旗下22家地区体育电视网
络，以符合相关反垄断规定。

迪士尼去年12月宣布与21世纪福
克斯达成协议，以大约524亿美元收购
后者重要资产。今年6月初，迪士尼将
收购报价提高至713亿美元，以应对美
国康卡斯特公司提出的 650 亿美元竞
购交易。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美国卫生统计评估研究
所一项研究显示，到2040年，195个国家
和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预计比现在略有
延长。包括中国在内的59个国家和地区
的人均预期寿命有望超过80岁；西班牙、
日本、新加坡、瑞士男性和女性的人均预
期寿命均有望超过85岁。

研究人员近日在卫生统计评估研
究所官网和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
对 195 个国家和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的
预测报告，研究数据来自“2016年全球
疾病负担研究”。

报告说，到2040年，西班牙人均预
期寿命有望成为世界最长，达到 85.8
岁，紧随其后的日本人均寿命预计可

达 85.7 岁。研究人员认为，地中海式
饮食对西班牙人长寿发挥重要作用。

隶属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这家研究
机构说，人类健康和寿命今后面临的
最大威胁包括肥胖、高血压、高血糖、
吸烟、饮酒。

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负责人克里
斯托弗·默里说，西班牙人除了吸烟这
一项表现欠佳，其他几项控制得不错，

“尤其在饮食方面做得好”。报告说，日
本人均预期寿命多年来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但即将“失去宝座”。英国《卫报》
16日援引默里的话报道，日本人均预期
寿命可能被赶超的原因是，男性吸烟和
肥胖情况没有西班牙控制得好。

一支由超过2000名非法移民组成的队伍15
日浩浩荡荡地步行穿过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
界线，向墨西哥进发，目的地是美国。

由于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移民议题关乎选票，
美国媒体集中报道这一事件。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16日强硬回应，说如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
危地马拉政府挡不住非法移民，美国将切断对这
三个中美洲国家的经济援助。

移民赶路

这支队伍12日从洪都拉斯西北部城市圣佩
德罗苏拉动身，最开始只有大约160人，但随着队
伍向前走，越来越多人加入，15日到达危地马拉
时，人数滚雪球般突破2000人。

队 伍 中 有
老有少，有坐轮
椅的残疾人，还
有声援移民的
政界人士，不少人没有带多少家当，沿路靠教会和
慈善团体提供吃住。

美联社报道，这些人集体行动的初衷是避免
在步行途中遭遇抢劫、暴力或其他凶险，而非吸引
美国媒体关注。

危地马拉警方两次试图拦截，但迫于队伍人
数众多，没能拦住。队伍继续向危地马拉与墨西
哥边界挺进，希望最终入境美国。

从洪都拉斯经由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偷渡美
国，沿途危机四伏，路经中美洲有组织犯罪最猖獗
的地区。不少零散赶路人在偷渡过程中遭“蛇头”
勒索以至犯罪团伙洗劫、杀害，只有少数人可以最
终抵达美国。

美国恼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写道，美国不欢迎这些非法移民。

特朗普警告：“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受
到拘押或抓捕，然后被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美国政府已经向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
危地马拉讲清楚，如果允许非法移民离开或借道
他们的领土最终到达美国，美方将切断对三国的
经济援助。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当天同样在“推特”上
说，他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总统分别通话，告诉
他们，美方“无法容忍这种公然无视我们边界和主
权的行为”，“如果不阻止非法移民，不会再有任何
援助”。

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2014年以来累计向这
三个国家援助26亿美元；美国定于2019财政年度
援助洪都拉斯6570万美元。

三国喊冤

洪都拉斯外交部16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批
评某些居心叵测的政治人士组织这次行动，对非
法移民许以“虚假承诺”，让他们相信墨西哥会给
他们过境签证，继而能够入境美国、寻求庇护。

洪 都 拉 斯
政府敦促移民
不要被这场“旨
在破坏洪都拉

斯和美国政府执政能力、两国和平和稳定的政治
运动”利用。

墨西哥移民部门15日晚在一份声明中发出
警告，说墨西哥只允许“符合资格”的外国人入
境。墨西哥与上述三国没有相互免签安排。

危地马拉16日关闭与洪都拉斯的主要边境
口岸，以防更多非法移民流入。

对美国政府而言，遣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
洪都拉斯的非法移民，比遣返墨西哥移民更困
难。墨西哥政府上月证实，美国政府打算“自掏腰
包”资助墨西哥，遣返试图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
中美洲非法移民。

特朗普一直把遏制非法移民当作执政要务，
打算耗资数百亿美元沿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并要
求墨方承担费用，遭后者拒绝。

作为另一项应对措施，美国政府今年开始对非
法移民采取“零容忍”政策，4月起拘捕非法入境者
时强制分离成年人与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在国内
外舆论压力下，特朗普6月下令停止这一做法。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联邦政府必须让被
强行带走的儿童与遭关押的非法移民家人团聚。
不过，仍有不少儿童迄今与父母分离。

新华社特稿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 (农村商业银行)是省政府领导下
的地方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始终秉承“扎根高原、情系
三农、服务城乡、惠及大众”的企业使命，发扬“务实进取、
敬业奉献”的企业精神，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经营实力和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省共有农村
商业银行20家、农村信用联社10家（2019年将全面改制
为农商银行），营业网点382个，从业人员4400余人，是青
海省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的综合性、
多功能的银行金融机构。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员工327名（男女招录比例为1:1）。

一、招聘方式及原则
本次招聘采取定向报名、定向招录的方式（各地具

体招聘名额附后）。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品端

正，遵纪守法；
2、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具备较好的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协调沟通能力。
3、热爱农村金融事业，服从组织分配，具有较强

的工作责任心和执行力；
4、省联社报考条件为往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西宁、海东地区（西宁、大通、湟中、湟源、平安、乐
都、民和、互助、循化、化隆）报考条件为往届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其他地区报考条件放
宽到往届全日制大专学历。面试前必须提供毕业证
原件及复印件。

5、大学本科、大专学历年龄为1994年1月1日以后
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年龄可放宽到1990年1
月1日以后生；具有银行业正式从业经历两年以上的年
龄可在相应学历基础上延长4岁（需提供工作证明）。

（二）文化专业要求
招聘专业为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

与贸易类、法学类、社会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数学类、
统计学类、计算机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
农业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电子商务类（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为准）。

省联社招聘专业为计算机类、法律类、审计学
类、金融学类（金融市场业务相关专业）。

（三）对报考青南地区（玉树、果洛、黄南），且具有
报考单位所在地当地户籍的（包括原籍在当地，上学
时户籍转移到学校的）或具备汉藏双语能力的考生，
笔试成绩一律加5分。不重复累计加分，最高加5分。

对省定重点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具
备新员工录用基本条件的，优先录用（需提供贫困证明）。

（四）对于具备专业资质（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注册审计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优秀人才，同
等条件下可优先录用。

三、招聘程序
公开招聘工作由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

称“省联社”）会同智联招聘组织实施。通过笔试、面
试及体检等规定程序择优录取。

（一）报名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为应聘报名时间。

应聘人员按照招聘公告发布的报名方式登录报名系
统，如实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报名，应聘者本人身份
证、毕业证必须上传照片或扫描件，工作证明、资格
证等相关证件按需选择上传，符合户籍加分条件的
需上传户籍证明，省定重点贫困村的贫困户家庭子
女上传建档立卡证件或贫困证明。

省联社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应聘人员有近
亲属在报考单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得在该单位
报考。经查实隐瞒不报的，取消其应聘和录用资格。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将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在任何

一个环节发现不符合资格条件或资料造假者，将随
时取消应聘及录用资格。

1、资格初审。应聘人员登录系统报名成功后，
自动进入资格初审环节。资格初审通过的，应聘人
员需网上缴纳报名费每人100元，缴费成功后方可
进入准考证打印及后续环节；资格初审不予通过的，
经系统提示后不再另行通知。

2、资格现场审查。笔试结束后，对申请加分的
考生进行加分认定；拟进入面试环节的考生，在面试
前进行现场资格审核。资格现场审查通过者方可进
入面试环节。加分认定及资格现场审查时，需携带
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认证单、准考证及
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二）笔试和面试
1、笔试。内容为综合能力（参照公务员招考综

合能力测试）、专业能力（经济管理类、计算机类、法
律类）和企业文化知识。考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总
分100分，笔试成绩占综合成绩的60%。

2、面试。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
试人选，面试人数与招聘人数的比例为3:1。参加面
试的男女比例为1:1，当面试人数为单数时，最后一
个进入面试的考生根据相应名次男女考生笔试成绩
确定。面试成绩总分为100分，占综合成绩的40%。

（三）体检
根据笔试和面试成绩计算综合成绩，按男女1:1的

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人员，当招录人数为单数
时，最后一个进入体检的考生根据相应名次男女考生
综合成绩确定。体检包括心理健康测试和医院体检，
心理健康测试由智联招聘组织；医院体检的标准参照
公务员招考的有关规定执行，由省联社统一组织实施，
体检费由考生自行负担，向医院缴费。因体检不合格

或自动放弃所造成的空缺，按照综合成绩顺次递补。
（四）录用
1、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和体检结论以及录用单

位的要求，择优确定录用人员，由省联社统一发放
《录用通知书》。

2、对具有两年以上银行业正式工作经历的在同
等条件下择优录用（必须提供有效证明）。

3、拟录用的员工统一由省联社人力资源部办理
入职手续。录用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办理
人事档案、党团关系、社保手续等事项的转移手续，
由用人单位安排具体工作。

4、全系统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录用人员报到
后，必须按规定与具体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5、本次招聘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委托任何
机构举办考前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任何
出版物、辅导班，均与本次招聘无关。

四、报名时间
2018年10月17日9:00—10月31日18:00。
五、报名方式
1、登 录 青 海 省 农 村 信 用 官 网（www.qhrccb.

com），根据公告指定链接进行报名。
2、登录智联招聘官网（www.zhaopin.com）报名。

系统注册或报名成功后可直接登录查询报考状态。
六、考试时间
笔试和面试均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七、薪酬福利
（一）青海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实行统一的薪酬体

系，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多元化、通畅的职
业晋升渠道。

（二）用人单位按照国家标准最高缴费比例为员
工缴纳“五险两金”（各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企
业年金），并提供通讯补贴、伙食补助、劳动保护、工
装和教育培训、疗养等福利待遇。

（三）新员工试用期为六个月，试用期满享有规
定的绩效薪酬、奖励薪酬等；正式工作满一年，享受
带薪休假。

八、注意事项
（一）若应聘者未接到笔试、面试及体检通知，即

为未入围，不再另行通知。
（二）我系统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招聘录用后

即为我辖正式合同用工,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与具体用工单位签定劳动合同。

（三）省联社统一组织新录用员工岗前培训，培
训时间计算工龄，培训情况将作为试用期考察和转
正的依据。

（四）应聘者应对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若与事实不符，任何环节一经查实一律取消应

聘或录用资格。
（五）无论录用与否，提交的应聘资料均由省联

社负责管理，不再退还，敬请谅解。
（六）请应聘者保证联系电话的正确无误和通讯

畅通，并主动登录青海省农村信用社官网和报考系
统获取相关信息。因考生本人原因无法联系、逾期
等产生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七）我社仅通过门户网站和智联招聘网站发布
招聘公告及相关信息，其他途径均未获得我社授权
或许可，请应聘者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青海农信诚邀您的加盟，期待与您携手同行，共
创青藏高原最具活力的现代银行。我们相信，因为
您的加入，青海农信的明天会更美好！

联系电话：省联社0971-8178209（报名相关业务咨询）
智联招聘028-65595888接通后拨分机号“5”
（智联招聘报考系统技术服务咨询）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18年10月18日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2018年新员工招聘公告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银行）
2018年新员工招聘名额分配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合计

招录（用人）单位名称
西宁农商银行
大通农商银行
湟中联社

湟源农商银行
平安农商银行
互助农商银行
乐都联社
民和联社
循化联社
化隆联社

共和农商银行
兴海农商银行
同德农商银行
贵南农商银行
贵德农商银行
柴达木农商银行
格尔木农商银行
都兰农商银行
乌兰联社
天峻联社

门源农商银行
祁连农商银行
海晏农商银行
刚察农商银行
同仁农商银行
尖扎联社
泽库联社

河南农商银行
果洛联社

玉树农商银行
省联社

招录人数
10
40
25
9
2
33
20
10
15
8
4
8
4
7
13
5
3
7
25
4
4
11
6
7
12
3
3
3
11
10
5

327

卖福克斯 默多克子女每人得20亿

中国人均
预期寿命2040年有望超80岁

非法移民组团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