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扬
州大学第三幼

儿园小小班的

孩子们给妈妈

准备了礼物 ，
他们用自己灵

巧的双手制作

了漂亮的贺卡

送给最爱他们

的妈妈。 牛彩
霞 陈蔼 摄

（上接1版 ）行业新技术的 “支
撑点”。“我们在扬州已有不少
客户， 扬东智能会作为一个独
立公司运作， 赋予运营和销售
职能，将区域市场做扎实，做成
有影响力的实体企业， 成为扬
州的一张名片。”

做行业新技术的 “支撑

点”， 扬东智能有足够的底气，
该公司核心团队是来自中航工
业、中国商飞、航天科工的技术
精英， 参与编制和发布多项无
人机基础标准。此外，该公司还
与清华、北航、南航等高等院校
及科研院所保持着密切的技术
合作。

无人机技术“护航”大型油田

提现至银行当日“快速到账”，是余
额宝推出一项增值服务，也是货币基金
行业里比较常见的一项服务，用户通过
快速到账服务将货币基金份额赎回到
银行卡，能够在当天2小时内到账。单日
提现限额大幅“缩水”至1万元，对扬州
投资人有何影响呢？

“由于余额宝个人认购总额度也不
超过10万元，一般人也会在支付宝绑定
2-3张卡， 选择第一种 ‘快速到账’方
式，分2张银行卡转出，10万元以内都可
以即时提现。” 我市一位资深余额宝用
户郑女士表示，限额调整后，就意味着
每张银行卡单日只能快速转出1万元。

如果每人分2-3张银行卡转出，单日最
多也只能提现2万-3万元。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余额宝下
调快速提现额度影响有限。“从公开数
据看， 余额宝户均金额仅为3000多元，
所以这次调整对绝大部分用户没有影
响。”

记者发现，目前余额宝现金转出方
式有两种，一种是快速到账，一种为普通
到账，均无手续费。前者预计2小时内到
账，每日限额5万元，余额宝钻石会员单
日限额20万元； 后者预计一个交易日后
到账，无限额，到账前交易日仍有收益。

“这次额度调整只涉及转出到银行
卡的‘快速到账’服务。用户如果使用普
通到账， 也就是转出资金在一个交易日
后到账的服务，不存在额度限制，其他服
务不受任何影响。”我市一位银行人士表
示，扬州多家银行的“直销银行”、手机银

行中有多款类似的货币基金产品在售，
有需求的市民可多样化选择。

“此次降额可以进一步减轻个别货
币基金规模过快增长的压力，更从整体
上降低了个别货币基金集中度高的风
险。”业内人士称。

记者发现，当前余额宝7日
年化收益率为4%左右，低于部
分银行理财产品， 与本月发售
的三年期国债相当。而在此前，
余 额 宝 一 款 基 金 也 曾 跌 至
3.787%。少了存取便捷，收益率
的吸引力， 余额宝的优势越来
越不明显了。

除了越来越“小额分散”的
余额宝，10万元左右闲钱还可
以作何投资呢？ 我市一股份制
银行零售部门负责人表示，分
摊资金可以减少风险。 如喜欢
短线投资， 可以在 “宝宝类”、
“银行类” 货币基金产品中选
择， 每款产品通常都会有5-10
万的限额；如要长线投资，可以
选择合适的银行理财产品，一
般5万元起购；有一定的风险承
受能力， 选择每月一次或每周
一次的基金定投也会是个不错
的选择。

业内人士提醒， 无论余额
宝怎么调整， 合适自己才是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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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8年5月19日 （周
六）上午8:30-12:00
地点 南京市人才市场二、三

楼（北京东路63号人才大厦）

一、江苏省属集团（6家）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24人）
招聘岗位：新媒体采编人员、新媒

体技术人员、美编、编辑、记者、后台开
发程序员、系统工程师等；

江苏广播电视集团（46人）
招聘岗位：播控工程师、网页及视

觉设计、IT需求分析师、 系统工程师、
运营管理、电商推广、文案、售后客服
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3人）
招聘岗位：政治学、文史哲、中国

古代史、古典文献及相关专业博士后；
江苏广电网络公司（4人）
招聘岗位：系统工程师、电气工程

师、暖通工程师等；
江苏演艺集团（20人）
招聘岗位：演奏员、舞美技术、京

剧演员等；
江苏文化投资集团（50人）
招聘岗位：舞台灯光、市场总监、

舞台机械、股权投资总监、音响（含内
通）、艺术品交易中心部门经理、浦文
招投标业务经理、文化金融产品设计
师等。

二、都市圈城市（21家）
镇江市（25人）
江苏有线镇江分公司
镇江市艺术剧院
镇江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表演导演、戏剧影视导

演、舞蹈演员、音乐剧演员、项目申报
专员（镇江、上海）、课程设计（上海）、
教学设计师（无锡）、FLASH设计师（上
海）等；

扬州市（10人）
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总台）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
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发行员、IOS安卓工程

师、服务器运维工程师、PHP高级程序
员、软件工程师、数据工程师、系统架
构师等；

淮安市（31人）
淮安市广播电视台
淮安报业传媒集团
招聘岗位：全媒体记者、广播主持

人、文字记者、采编人员、广播电视技
术、电视节目包装、财务等；

芜湖市（72人）
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华强方特（芜湖）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区域经理、经营总监、

电商主管、商品经理、大客户主管、艺
术编导、新媒体编辑、视频编辑、舞蹈
演员、音响师、灯光师、招商专员、三维
模型师、特效师等；

马鞍山市（39人）
马鞍山百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影视制作、市场营销、

CEO助理 、、 政府事业部经理美工
（UI）、 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 人力资
源、内容运营、办公室文员等；

滁州市（140人）
滁州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

限公司
安徽钸拉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金丝楠木文化旅游发展公司
兴茂产业集团兴茂旅游(来安)有

限公司
滁州摩玛梦想城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滁州市飞天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招聘岗位：舞蹈、声乐、黄梅戏、京

剧、话剧、儿童剧表演、多媒体编辑、新
媒体运营、市场推广、电商运营总监、
平面设计等；

宣城市（10人）
宣城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运营副总、文创人员、

旅游策划员、市场拓展负责人、投融资
专员、财务部经理、审计副经理、主办
会计等。

三、南京市属集团及系统单位（5
家）

1、南京报业传媒集团（25人）
招聘岗位：新媒体编辑、新媒体采

编、文案策划、视频编导、动画师、政务
项目经理、新媒体创意工程师、金融项
目经理、文化旅游活动执行等；

2、南京广播电视集团（25人）
招聘岗位：审计主管、经营管理、

广播播控技术音频技术员、 广播播控
技术网络管理员、 广播发射台节传自
动化系统管理、视音频技术、灯光技术
等；

3、南京文化投资集团（8人）
招聘岗位：集团下属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招商经理、大数据销售、渠

道经理、文案策划等；
4、南京出版传媒集团（7人）
招聘岗位：图书策划、图书营销、

数字出版人员、杂志策划编辑、杂志市
场营销等；

5、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9人）

招聘岗位：资产管理助理、摄影兼
美编、研究院行政助理、杂志社编务、
讲解员、安保干事等。

四 、 南京市各区文化企业 （108
家）

江北新区（15家）
江苏榴莲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永成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美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天地六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双创孵化器产业园有限

公司
南京国广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蜗牛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宅优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鹏为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峰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鼎梦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南京云织梦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苗行天下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软件设计师、助理策划

师、资深旅游策划师、文创策划、后期
剪辑、影视传媒营销总监、网站策划编
辑、Java工程师等；

玄武区（13家）
南京千钟粟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南京辰儿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赐百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观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

澳合资）
南京灰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锦合艺术包装有限公司
南京奥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华泽云媒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中智文化创意研究院有限公

司
江苏方古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谷子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垠坤通产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南京宁美唯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市场部总监、 方案策

划、数据媒体运营、美工设计、文案宣
传、大客户专员、平面设计、产品设计
等；

秦淮区（10家）
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广电猫猫新媒体有限公司
南京经纶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零距离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乐鑫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万帛云锦织造有限公司
江苏世通力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龙乘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

司(明日科技)
海南优制娱乐有限公司
南京石唯玉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资深品牌文案策划、平

面设计师、早教老师、责任编辑、包装
设计师、JAVA开发 工程师、 文案策
划、出纳员、行政文员等；

鼓楼区（7家）
江苏鼎艺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有限

公司
南京科技广场数字艺术有限公司
南京欣啟轩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鑫傲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珠山艺术品有限公司
江苏麦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文案策划 、产品设计

师、商务专员、平面设计、视频剪辑、活
动策划、销售代表、摄像师等；

建邺区（16家）
江苏原力电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江苏路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永达户外传媒有限公司
大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观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领略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鹰联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恩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东方工艺艺术研究院）
江苏广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妖灵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盛世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优比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家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呆萌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青臣创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新媒体运营、程序师、

视觉形象策划设计师、销售经理、文案
策划、美编设计等；

栖霞区（8家）
江苏匠工营国规划有限公司
南京特诺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雅视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玲珑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爱贺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亲近母语信息教育有限责任

公司
招聘岗位：城市规划项目负责人、

城市规划设计师、旅游策划师、景观方
案设计师、新闻高级总监、社科编辑、
平面设计师、 高级动画师、 摄影助理
等；

雨花台区（11家）
南京多禾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汇智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美益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易创街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果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华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蓝鲸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摩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新媒体编辑、媒体产品

开发经理、课程开发经理、设计总监、
IOS、WEB、Java开发工程师等；

江宁区（11家）
江苏吉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恒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网新科技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威斯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南京颖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凯莉米洛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圣可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
南京阿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华科皓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招聘岗位：服装设计师、广告创意

设计、新闻编辑、深化设计师、影视后
期剪辑、企划设计、广告创意、网站策
划等；

浦口区（4家）
江苏七二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一苇渡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大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樊登读书会浦口区分会
招聘岗位： 新媒体运营、 平面设

计、文案编辑、展陈设计、渠道经理、销
售专员、产品设计、SEM专员等；

六合区（4家）
江苏大众书局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江苏新棠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永鸿巴布洛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
南京聪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总经理助理、 教学管

理、办公室主任、文创商品主管、平面
设计、高级管家、导游、美编、摄影等；

溧水区（5家）
南京溧水商贸旅游集团昱达文旅

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陶玉梅服饰设计实业有限公

司
南京万驰汽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万德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无想田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

师、工业设计师、党性培训教员、解说
员、3D设计师、标书专员、外贸业务员
等；

高淳区（4家）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蔚蓝的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文寰汇（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南京怀俊软石玉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
招聘岗位：文旅运营总监、旅游文

案策划、旅游市场推广、平面设计、动
漫设计、园区运营策划、文秘、讲解员
等。

五、文化产业平台（17家）
江苏大文网（11家）
南京玉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大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大

文网）
江苏雅智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凤

凰网江苏站）
江苏大众书局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江苏今日头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春雨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门马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英士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侨领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赤色雷吉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尚君文化艺术中心
招聘岗位 ：导视设计师 、品牌形

象设计师 、展陈设计师 、渠道经理 、
大客户经理 、设计助理 、平面设计师
等；

南京创意设计中心（6家）
江苏派逊服饰有限公司
南京持盈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瀚清堂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嗨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金文云锦艺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南京艺厘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 投资助理 、 微信编

辑、内容运营 、电商运营 、社群运营 、
短视频推广 、电商视觉设计 、销售经
理等。

南京都市圈首届文化人才专场招聘会
暨南京市第七届文化人才专场招聘会招聘单位及岗位

6月6日起，余额宝单日提现额度5万元降至1万元———

额度“大缩水”

解析：只涉及“快速转账”功能，普通转账没有限额

喜欢将闲钱放在余额宝的扬州人，快速提现单日限额将要大幅“缩水”了。日前，支付宝
客户端在余额宝发布官方公告：从6月6日0点开始，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额度
从每日限额5万元调整到1万元，转出到银行卡普通到账服务（第二天到账额度）及消费支付
等均不受影响。这意味着，今后扬州人在余额宝单日提现超1万元，将不再享受即时到账功
能。此次调整，如何影响百姓“钱袋子”，日常的闲钱投资还有哪些新方式？本报为您解析。

热衷闲钱投资的扬州人，大多熟悉
余额宝。将手中数额不大的闲置资金，交
由相关基金公司管理， 可以享受到比银
行活期更高的收益， 还能实现随时消费
支付和提现。“宝宝类” 产品的便捷性与

较高的收益率，受到广大投资人的喜爱。
5月14日晚， 支付宝突然发布余额

宝单日提现限额调整公告：“从6月6日0
点起， 将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
到账额度从每日限额5万元调整到1万
元。”该通知出现在余额宝的“转出”页面

上，让不少余额宝用户有些措手不及。
支付宝官方表示，上述调整是余额

宝与平台上的三家基金公司协商后作
出的决定，调整“体现了余额宝小额、分
散的现金管理的本质”，并“将一如既往
主动进行风险管理。”

如何影响“钱袋子”？

余额宝单日提现限额“缩水”至1万元热点聚焦

个人认购总额不超10万元，可分卡提现影响其一

只涉“快速转账”，普通转账没有限额影响其二

业 内 提 醒

还可选择基金定投、
理财等投资方式

记者 张玉菁 实习生 何燕燕

许庄社区打造党建主题广场
本报讯 （陈雪丹 李明灯）

为拓宽党建工作新思路， 传播
党建文化正能量。近日，许庄社
区建立了党建广场， 将党建文
化、党史文化、廉政文化、励志
文化融为一体， 把党的发展历
程、党的性质、党员权利义务、
格言警句展现在广大党员群众
面前。

党建广场的建立， 使社区
党员、 居民感受到党建文化的
熏陶，于无形、无声之中提升自
身思想道德建设， 在潜移默化
中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接受了党史教育，引领社会
风尚，促进党风民风，使党建主
题文化广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本报讯 （张玉菁） 日前，
中国银保监会下发 《关于规范
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
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
称 《通知》）， 明确以下信贷规
则：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
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
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
动。这也意味着，从事放贷业务
的机构须经有权机关批准，未
来持牌经营将是趋势。

记者了解到， 目前除了银

行业金融机构之外， 由各地金
融办批设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具
备放贷资质。

“目前 ，我市任何一家正
规小额贷款公司必须要经市
金融办批设，并且获得省政府
批复才可具备放贷资质 。”市
金融办相关人士表示，我市已
于日前向公众正式发布了57
家正规小贷公司名录，供市民
参考。此外该人士提醒，目前，
我市并未批设过任何一家网
贷公司。

日前银保监会下发规范民间借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严禁个人或单位
未经批准非法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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