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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认可

日前，当事人黄某通过定波的帮助，
即将拿到10多万元赔偿金。

2012年10月13日，王某驾驶杭州神
通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浙A82300号中型
货车，在萧山传化物流基地三号仓库场地
内与黄某停放的沪BK7102号重型货车
（该车承保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相撞，造成黄某受伤、车辆
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
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与杭
州神通运输有限公司一起去阳光保险公
司就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理赔，阳光
保险公司认为黄某因交通事故构成损失

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
费、交通费等共计39327元。事后，黄某就
此事向杭州定波交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的律师咨询，律师告诉他根据他的伤情，
可以去相应的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
定。黄某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萧山分
所鉴定，于2014年4月25日评定构成交
通事故十级伤残。2014年9月，黄某因交
通事故受伤造成的损失经杭州市萧山区
人民法院审理共计132169.84元。

“定波帮我指了一条明路！”黄某说，
如果没有定波的帮助，他简直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权益。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据定波负
责人介绍，现在每个月要受理近20起交通
事故理赔案子，截至目前，没有一起败诉
的案件。

愿做民主法制的基石

杭州定波交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能取
得如今的成绩，除了百姓的认可，10多名专

业的法律工作者也功不可没——他们不仅
拥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的法律技能，
同时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和丰富的
法律智慧，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客户。

据定波负责人介绍，公司以专业法律
功底为基础，发挥律师团队的智慧和作
用，建立重大、疑难、奇特案例集体会诊、
攻关的办案体系，专攻硬骨头案件，确保
办案质量精益求精，确保当事人、特别是
弱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范围内更大限
度的保护。自成立到现在，定波已为众多
当事人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获得了当
事人的高度赞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打官司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
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在一
些交通事故面前，有些人宁愿私了，甚至
忍气吞声也不愿到法院打官司。”定波负
责人告诉记者，究其原因，是有部分老百
姓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同时，也
有百姓是因为经济困难。一个案件的受
理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如果再请

律师的话，还要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高
额的诉讼成本，让经济困难的老百姓不得
不放弃打官司。定波负责人说，公司始终
以实在的价格，服务于广大百姓，让百姓
打得起官司。

定波的专业法律工作者——葛丹华
律师说：“作为一名精通法律的公民，我和
定波的其他律师一道，愿做一块基石，为
社会民主法制建设贡献一份绵力，让法律
真正成为百姓的靠山。”

律师对车主在购买保险时的建议

随着我区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机
动车驾驶员的增多，“定波”的专业律师也
为车主购买保险提供了宝贵建议。

注意点一：足额投保，避免超额投保
或重复投保。根据自己所需，正确选择承
保的险种，这样的话一方面购买的险种及
保额得到合适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为
你节约保费，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时，50万元的保额已经无法

满足伤者理赔。
注意点二：一定要按时年检，不年检

买了保险也白买。保险只对合格车辆生
效，对于未年检的车辆只能视为不合格车
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买了保险也无济
于事。

注意点三：“全险”并非全赔。比如，
有的车主新车购买车险时，直接买了个

“全险”。但车辆被划伤时，却得不到赔
付。这是因为，这个“全险”里面不包括划
痕险。

注意点四：看清保险理赔程序和免赔
条款。车主要明确自己所投险种的理赔
范围，什么情况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理
赔需要什么材料等。此外，要明确什么
情况下要向保险公司报案、可以通过哪
些途径报案、报案期限是多长时间等问
题。

注意点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
应按照事故的实际责任来确认事故责任
认定书，切莫以为自己有保险而盲目认全
责，为将来的理赔带来困难。

定波交通信息咨询：让法律成为百姓“靠山”
“以前并不知道交通事故赔偿的流程和途径，通过杭州定波交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律援助，我相信赔偿款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我区城厢街道的宋大娘最

近因车祸受伤，赔偿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昨天，定波交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葛律师耐心地为她讲解了交通事故赔偿细节，并解开了困扰其多日的“心结”。

近年来，随着我区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私家车日益增多,道路交通事故也随之增长，而交通事故理赔又成为不少普通百姓心头的

症结。杭州定波交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波”）以代理交通事故赔偿、事故调解及法律诉讼、伤残定级及咨询为服务范围，以“让事故单位尽可能减少损

失、让受损方及时得到合理赔偿”为服务宗旨，始终致力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交通事故理赔援助。

■吴恩慧

萧山区机动车排气检测业务于2014年 12月 25日起实施市场化检测，市场

化检测站内将受理机动车排气检测及环保标志发放业务，地址为：新塘检测站

位于新塘街道紫霞村（联系电话：83588033），义蓬检测站位于义蓬街道金星村

（联系电话：82917680）。同日，停止萧山区通货路（交警大队车管所内）及义蓬

街道义府大街782号（义蓬交警中队内）机动车排气检测及环保标志发放的业

务受理。

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
2014年12月22日

通 告
萧山电大，全国示范性电大，区政府公办高等院校，2015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专业：

本科：土木工程、法学、商务英语、行政管理、金融学、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科：工商管理、会计学、行政管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程造价管理、建筑施工与管

理、计算机信息管理。

2015年3月入学，最低毕业年限2.5年。

咨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

报名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K701、K702、K708、K412、K750公交直达）

学院网址：http://www.xsrtvu.com/

萧山电大——家门口的大学

■记者 金建武 通讯员 朱建美

本报讯 昨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成为
继上海浦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
场之后，我国内地第四个年出入境旅客达到
300万人次的机场，稳固地确立了其在国内
航空港第一阵营的地位。目前，每周进出港
航班超过420架次。形成辐射东亚、东南亚、
东北亚地区，连接欧洲、非洲的国际（地区）客
运航线网络。

昨天14时50分，港龙航空的KA620航
班平稳地降落在萧山国际机场。搭乘该航班
的香港旅客邓志杰（音）幸运地成为2014年
萧山国际机场第300万名出入境旅客。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在国际航站楼举行了
简短的迎接庆祝仪式，向第300万名旅客颁
发了纪念证书。由此，萧山国际机场成为我
国内地继上海浦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广州
白云机场之后的又一个年出入境客流量超

300万人次的航空口岸。
据介绍，杭州航空口岸始于 1979 年。

1980年开通杭州-香港航线，1994年开通杭
州-新加坡航线，2004年正式扩大对外国籍飞
机开放，2008年12月开通杭州-台湾直航航
线，2010年5月开通杭州-阿姆斯特丹首条欧
洲直航定期航线。2008年至2013年，杭州航
空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8%。
萧山国际机场负责人说，杭州航空口岸年出入
境旅客从2001年的20万人次增加到如今的
300万人次，不仅反映了杭州航空口岸的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更体现了
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同时也体现了浙江省对外经贸、旅游、文
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截至目前，有33家中外航空公司（6家国内
航空公司、7家地区航空公司、20家国际航空公
司）参与萧山国际机场的国际、地区航线运营，航
点34个，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台北桃园、台北松
山、高雄、台中、花莲7个地区通航点和日本东
京、大阪、冲绳，韩国首尔、济州、青州、釜山、襄
阳、务安，泰国曼谷廊曼、曼谷素万纳普、清迈、普
吉、甲米，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亚庇，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菲律宾卡利博，越南岘港，柬埔寨暹
粒，卡塔尔多哈，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俄
罗斯莫斯科，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印度新德
里等27个国际通航点，覆盖全球16个国家和地
区，形成了辐射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地区，连接
欧洲、非洲的国际（地区）客运航线网络。目前，
每周进出港航班超过420架次。

萧山国际机场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持
续增长，主要得益于2010年6月启用总面积
9.6万平方米的国际航站楼。新楼流程合理、
功能齐全、设备先进，为旅客提供了更为便捷、
可靠、舒适的进出港服务，也为机场国际业务
的发展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以及像中国航油
总公司在机场建立并运营了全国第6家航油
保税库；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也于2014年10
月20日开始实施等，完善了口岸发展条件。

机场负责人介绍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将继续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以洲际远程航
线为重点，支持有品质的国内外航空公司开
辟更多的国际航线；继续扩大两岸空运业务，
持续完善日韩、东南亚航线网络；在继续拓展
欧洲新航点的同时，计划于明年开通直飞北
美的定期客运航线。

萧山国际机场跻身第四大国际航空口岸行列
今年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突破300万人次

■记者 尚倩倩

本报讯 昨天，萧山农村合作
银行股改顺利收官，取而代之的浙
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萧山农商银行”）正
式开业，成为我区银行界的一件大
事。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赵立
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祥富和
区政协副主席蒋金梁参加开业仪
式，并表示祝贺。

赵立明对新成立的萧山农商
银行提出三点希望：要继续保持本
色，坚持改制不改方向，坚守农村
主阵地，做好基础性金融服务，着
力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要勇于改革创新，依托监管政
策、市场准入和空间拓展上的新优
势，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

的新需求；要创造社会价值，在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实施差异化的
竞争策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
力助推转型升级，创造更大的社会
价值。

据了解，截至 2014 年 11 月
末，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各项存款
780 余亿元，各项贷款 550 余亿
元，机构网点151家，并与全区2.2
万多个创业者和4400余家中小企
业建立信贷关系，成为我区存贷规
模最大，机构网点最密、缴纳税收
最多的银行。为顺应时代发展，该
行自从去年12月就开始顺势而
为，筹建股份制改革，经过整整一
年时间，顺利完成，今后，萧山农商
银行将掀开新的篇章，以更加创新
的姿态和更加崭新的面貌服务我
区广大市民。

浙江萧山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记者 尚倩倩
通讯员 陈小丽 刘海清

本报讯 “瞧！这就是我们单
位2015年的台历，上面的图案是我
们恒逸公司员工自己画的哦。”近
日，恒逸聚合物公司三期分检中心
员工周洁领到公司最新制作的台
历，看到今年台历上的图片都是手
绘的，很别致，一看图片的作者竟然
是自己的同事，顿时感觉非常骄傲。

翻开台历，一张张淡雅画作映
入眼帘，画作的内容都是和公司有
关，有高耸挺立的恒逸总部大楼、
蔚为壮观的生产工艺管廊、井然有
序的物流作业现场……这些精心
构图的手绘画作品，均由恒逸书画

摄影社骨干会员、恒逸聚合物公司
员工汪力持笔所绘。这位1987年
出生的萧山籍小伙子虽是一名聋
哑人，上天让他失去了听力，但却
赋予了他一双锐利的眼睛和精巧
绘画的天赋。

据介绍，恒逸集团已经将制作
台历这种彰显企业文化的形式持
续了15年。而且，员工手绘作品
的展示，更增强了员工间的凝聚
力，拉近了员工与企业间的关系。

“感谢公司给了我展示才艺的
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作品，
我非常开心……”得知自己的手绘
作品登上集团台历后，汪力感到非
常高兴，发来短信抒发了他的激动
之情。

聋哑人手绘作品登上企业台历

■时政动态

近日，萧山区中医院传统治疗项目——
“冬病冬治贴敷疗法”热闹开场。据悉，冬天
中药贴敷治疗具有振奋正气，祛散体内凝寒
之气，起到防病治病功效。萧山中医院每年
夏冬两季的中药外治疗法已开展了20余年，
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通讯员 洪斐 记者 张迪 摄

中医冬病冬治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