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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重点改
革和重大政策效果不断显现，新的一
年‘闻鸡起舞’。”在15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的发
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说。

关于盐业体制改革启动后食盐供
应安全问题，赵辰昕说，我国盐资源极
为丰富，制盐产能相对过剩，食盐价格
总体将稳中有降， 长期也能维持在较
低水平，“食盐价格还有下降空间。”

在食盐供应安全方面， 赵辰昕
说，改革后，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
流通和销售领域， 食盐批发企业和食
盐定点生产企业跨区域经营， 食盐供
应主体增加，流通供应渠道更趋多元，
食盐会与酱油、矿泉水等消费品一样，
实行综合配送， 产生断供和抢购的可
能性将大大减小。“由于建立了由政府
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的全社
会食盐储备体系， 能够确保极端情况
下的食盐供应。” ■据新华社

越南外交部15日就中国
公民在芒街口岸出境回国时
被越南边防人员殴伤一事进
行回应，称越南“承诺将根据
事件性质进行处理”。

2月7日， 有中国公民在
从越南芒街口岸出境回国时
被越南边防人员殴伤。 中国
驻越南大使馆领事处主任刘
鹏举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 中国大使馆高
度重视这一事件， 对此表示

愤慨和强烈不满， 并就此事
向越南外交部领事局提出严
正交涉， 要求越方立即采取
措施，彻查此事件，依法严惩
涉事人员， 责成其向中国公
民道歉并赔偿其各项损失，
并及时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通报调查和处理结果， 同时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类
似事件不再发生。

越南外交部领事局说，
“越南已经收到了中方关于

芒街事件的反馈， 相关机构
正加紧确认相关信息， 并将
根据事件性质进行处理。”

2月11日晚， 中国外交
部领事司官方微信账号发布
信息说，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和外交部领事司负责人已分
别向越南外交部和驻华使馆
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对越
方有关人员的暴行表示严重
关切和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

记者从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河北省委原书
记周本顺受贿案15日上午
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对被告人周本顺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
币200万元； 对周本顺受贿
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周本
顺在担任中共邵阳市委书
记，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

长，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秘书长， 中央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委员、 副主
任，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
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
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 为他人在房地产开
发、催收工程款、消防项目
审批、 银行贷款及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
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001万余元。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被告人周本顺的行为

构成受贿罪， 数额特别巨
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周本
顺部分受贿系未遂；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
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全部追缴；绝大部分受贿财
物为家人经手收受，周本顺
系事后知情， 具有法定、酌
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
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
决。宣判后，被告人周本顺
当庭表示不上诉。

■据新华社

恒逸集团 恒逸微招聘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杭
州钱江之畔， 系中国民营石化龙头企业，连
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前列。 旗下拥有上
市公司———恒逸石化【000703】；并牵手中石
化，合资建有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

恒逸 PMB 项目建于富庶和平之邦———
文莱，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大项
目，是由集团和文莱政府合资建设的千万吨
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该项目目前全面进入
加速推进阶段，特面向社会诚聘各类石油化
工英才。

招聘岗位及要求：
职能岗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其他岗均

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主装置运行经理岗：

常减压装置经理； 加氢 / 加氢裂化装置
经理； 连续重整装置经理；PX 装置经理；灵
活焦化装置经理；空分空压装置经理

大型石化企业 10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
经历；有应聘岗位所对应装置的管理经验，精
通装置各项工作。
★装置工艺岗：

常减压工艺工程师； 加氢 / 加氢裂化工
艺工程师； 连续重整、PSA 工艺工程师；PX
工艺工程师；灵活焦化工艺工程师；空分空压
工艺工程师

5 年以上装置管理工作经历； 熟悉应聘
岗位所对应装置的工艺流程和技术， 熟练进
行生产操作、开停车、事故处理。
★装置设备岗：

常减压设备工程师； 加氢设备工程师；
PX/ 连续重整设备经理 / 工程师； 灵活焦化
设备经理 /工程师；空分空压设备工程师

5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历（经理岗 10

年以上）；熟悉应聘岗位所对应装置设备的管
理工作。
★动力与公用工程岗：

此类岗位要求有 5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
经历（主管岗 8年以上，经理岗 10 年以上）。

动力部经理 精通大型石化企业电厂开
车和运行管理工作。

动力部副经理 精通大型石化企业电厂
锅炉 /汽机开车和运行管理工作。

汽轮机工程师 有抽凝汽轮机的生产、运
行、HSE的管理经验。

锅炉工程师 熟悉火力电站锅炉生产流
程，能独立处理锅炉专业技术工作。

化水工程师 了解电站化水工艺流程，能
独立处理化水专业相关工作。

全厂电气主管 精通生产设备电气系统
安装、调试、维护工作；有大型炼油项目管理
经验。

电气工程师 具有发电厂及电气系统生
产、运行、HSE的管理经验。

动力部设备主管 /工程师 精通电站设备
维护保养， 能独立组织、 参与电站设备的调
试、检修。

仪表经理 /主管 有审查所辖装置设计阶
段技术方案和仪表技术谈判的能力； 参加过
大型石化项目开车仪表技术管理。

电信技术工程师 有石化项目电信管理
经验；具备企业信息网络建设、维护能力。

计量主管 /工程师 熟悉油品计量、 损耗
标准，熟悉计量器具的原理和检定规程。

水务工程师（供排水、循环水装置）熟悉
供排水、循环水装置的工艺技术管理工作。
★调度技术岗：

计划调度经理 / 副经理 / 调度主任 / 综
合计划 /综合调度 /规划总图

5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历（经理岗 10
年以上）；有石化企业调度管理工作经验。
★分析检验岗：

此类岗位要求有 5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
经历。

化验设备工程师 能按照 ISO17025 建
立、运行并改进化验设备管理体系，精通炼油
化验仪器设备的操作、维护及维修。

质检工程师 熟悉质量检验的法律规章
制度、管理规定及 ISO9000 标准，精通炼油
实验室各分析仪器的操作、维护及保养。

质管工程师 熟悉大型石化企业质量管
理工作。
★HSE 岗：

HSE 经理（生产运行方向）； 环保工程
师；HSE消防主管；安全设施管理；危化品管
理；各装置 HSE主管

5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历（经理岗 8
年以上）；熟悉 HSE知识与技能。
★港务储运岗：

此类岗位要求有 5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
经历（经理岗 10 年以上）。

港务储运经理 有码头、储运和管线系统
生产、质量、安环管理经验。

港务副经理 有码头建设、原始开工及生
产运行管理经验；熟悉安全法律法规、操作规
程、工艺设备流程、船舶知识。

储运工程师 熟悉储运管理工作。
码头设备工程师 有化工码头设备管理

经验；熟悉码头设备维护及检修工作。
码头工艺工程师 有化工码头工艺技术

管理经验；熟悉安全法律法规、操作规程、工
艺流程、船舶知识。
★职能岗：

人力资源主管 / 专员 8 年 /5 年以上同

等岗位工作经历； 有大型石化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经验，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各模块的工作。
财务成本分析主管 5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
历；熟悉石化企业财务成本分析。

企管主任 5 年以上同等岗位工作经历；
熟悉制度、体系、内控等相关工作。
★商务岗：

销售主管 有丰富的石化产品销售经验；
擅长数据统计分析；英文良好；善于沟通。

物流专员 海运相关专业；有丰富化工品
运输经验；熟悉计量及进出厂流程。
★操作岗：

生产装置（常减压、加氢、加氢裂化、灵活
焦化、硫磺、PX、连续重整）班长 / 操作工；辅
助生产（热动、水处理、储运、码头、分析检验、
仪表维修、电气运行）班长 /操作工

石化相关专业； 相关装置 3 年以上操作
经验；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能适应
长期海外倒班工作。

更多详细岗位信息请登录“化工英才
网”，搜索“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恒逸微招聘”。

公司欢迎石化行业双职工共同加盟！
阔步迈向国际化的恒逸欢迎您的加入，

期待与您共创辉煌！
咨询电话：0571-82871925
应聘邮箱：hr2012@hengyi.com
公司网址：www.hengyi.com

“中国企业 500 强” 行业龙头 上市公司———浙江恒逸集团

“一带一路”大型海外石油化工项目诚聘各路英才！
海外高薪！ 顶尖团队！ 国际视野！ 广阔平台！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周本顺一审获刑15年，没收200万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当前经济运行热点
产能相对过剩，食盐价格还有下降空间

中国公民被越边防人员殴打
越南外交部承诺将根据事件性质进行处理

2月15日，工作人员开箱取出唐代墓葬俑。 当日，即将在“大英博物馆100件
文物中的世界史” 展览中展出的文物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箱布展。该
展览将于3月1日起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