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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萧
报公益”微信

扫一扫，关注“萧
报公益”新浪微博

每 周 周 一 至 周
五，萧山日报的“公
益”版会如约与读者
见面。在这个特定的
版面里，任何和萧山
有关的公益故事都将
被一一呈现。

我们将报道有意
义的公益行动，推广公
益做法，当然也会报道
有爱的萧山人、新萧山
人。我们还将联合志
愿队伍，共同策划、发
动公益行动，关爱那些
需要被关爱的人。

“萧报公益”形象代言人“萧暖暖”

萧萧暖暖

公益播报墙

大拇指养生馆
大拇指健康管理中心，问题性皮肤修复中心，
S形身材管理中心，欢迎您的到来！
地址：金城路知稼苑23幢3单元802
电话：82737668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96390
官方微信“萧山供水”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热线82656789

萧山票务中心
国内 82662222
国际 82662266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事业、国企、私
企、白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厂房5000-20000
平方米出租、出售；
求购∶5-30亩工业用地；
求租∶2000-20000平方米厂房；王岗18606505558。

网球培训
萧山区体育中心2017暑期网球培训开始招生
报名热线：82886800 天艺少儿艺术

开设美术类、书法类、舞蹈类多门精品课程，名师课堂
小班化教学，中、高考艺术特长生考前集训；
暑假报名送礼品，正在火热进行中……
电话：15068766958朱 15958117357陈（专业导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微医全科 高端体检
定制化健康医疗服务 推广价980元起
咨询预约热线0571-83823399

5月22日 9∶00-19∶30停110KV新湾
变益农462线共裕（10）分线01#杆：新湾街道
共裕村、吉炎机械一带；9∶00-17∶30 停
110KV新湾变益农462线（2313-2314）：新
湾街道（共裕村、新南村）、轩州机械一带；

9∶00-17∶30停 110KV白浪变蓬园A54线
31/34#杆开关：河庄街道建设村、义蓬街道杏
花村一带；9∶00-17∶30停110KV白浪变蓬
园A54线白浪村分线白浪村3#变高压开关：
义蓬街道白浪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2017年5月12日至5月18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58306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萧山区人才市场需求排行榜
2017年5月4日—2017年5月17日

企业需求专业（359） 个人求职（291）

服务类 247

操作类 27

建筑类 23

园林类 8

外贸类 8

营销类 7

物流类 7

设计类 6

财会类 5

文秘类 4

管理类 68

机械类 40

计算机类 38

财会类 38

建筑类 32

营销类 20

技工类 18

教育类 13

经济学类 12

医药学类 12

萧山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预告
5月21日综合性人才集市暨萧山高级技工学

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地点：萧山区技工学校

6月4日才归萧然-萧山区夏季人力资源交流

大会暨萧山机电职业高级中学专场招聘会

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199号

联系电话：0571-82624787 联 系人：谢小姐
网 址：http://www.xshr.com
电子邮箱：xs_zhaopin@126.com

杭州丰非纺织有限公司
驾驶员1名男性，5年以上驾龄。
联系地址：金城路438号东南科研中心2107室
联系方式：张小姐13606710116
邮箱：13606710116@qq.com
杭州泰斯柯德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外贸理单员2名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外贸单证员
2名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
联系地址：通惠中路1号泰富广场写字楼
联系方式：施小姐13738069800
邮箱：auenshi76@163.com
浙江开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萧山宾馆
餐厅服务员若干名，年龄30岁以下；总台服务员3
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前厅礼宾员若干名男性；客房
整房员若干名女性；管事组员工若干名女性。
联系地址：人民路77号
联系方式：马先生18368866460
邮箱：18368866460@163.com
浙江萧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图书发行员2名男性，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
28周岁以下，年收入5万以上，萧山籍优先；图书卖
场后勤保安（市心桥书店）2名男性，高中及以上学
历，年龄45周岁以下。
联系地址：城河街65号7层（金马精装酒店）
联系电话：82622122
杭州世标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营销文员2名女性，高中学历，年龄18-38岁；客服
5名女性；区域经理2名女性，大专学历。
联系地址：萧山商业城
联系方式：王先生15336551688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驾驶员1名男性，高中及以上学历，熟悉杭州周边路
线，持有萧山本地户口。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晨晖路101号

联系方式：吴经理82653097
杭州天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东门公寓店
营业员2名女性，高中学历，有工作经验。
联系地址：育才路523-525号
联系电话：13867138688
北京汇天力物流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员若干名，主要负责中石化非油品货物
（如食品、饮料等）的收货、集货、复核、出货、退货
等；侧位高叉车司机若干名，高中以上学历，有林德
侧位高叉操作经验，有叉车操作证。以上岗位试用
期3个月，根据表现可提前转正。
联系地址：义桥镇牌轩村中国石化杭州易捷配送中心
联系方式：崔主管13777422426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李玲吕金红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研发生产转椅托盘、五星脚、洗衣
机配件、灯具配件等金属制品的民营企
业。创业初期，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的
倪永兴，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勤奋与拼
搏。而今，让他最感自豪的是，公司从一
家小型企业发展成为区百强企业，从一
家年销售产值不到几百万元的小厂发展
成为区内纳税大户。

长期从事五金企业经营及外贸等管
理工作，让倪永兴具有了竞争意识、战略
头脑和开拓能力。1995年，他靠诚信争
取到了国外订单；1997年初，他把工厂
搬到义桥镇主干道旁；1998年，他不失
时机提出“泥腿子闯洋场，大脚板走天

下”的企业发展战略，果断地与外商合资
开发转椅底盘，产品畅销国内外。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而对社会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更时时提醒着这位企业
家。他认为，企业不能光顾赚钱，企业所
赚的钱原本就来自于社会，企业应该回
报社会，这是一个企业的责任，更是一名
企业人大代表应尽的责任。

区慈善总会义桥分会成立之际，中
泰设立留本冠名慈善基金500万元；每
年出资30万元，用于救助贫困家庭、困
难群众；结对欠发达村，出资20万元用
于村庄建设；为义桥实验学校百年校庆
捐资12.8万元，为义桥全镇退休教师每
年征订百余份《萧山日报》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杭州中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设置，并得到社会各

界热心人士捐资设立的义桥镇中泰教育
奖励基金，于2016年1月正式成立。该
基金由企业每年捐赠人民币50万元及
社会各界捐赠，致力于扶持义桥教育事
业，促进学校长效发展。教育基金除了
奖励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资
助勤奋好学、家庭贫困、身患重病的学生
外，还奖励在教学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学校团队和教师。

在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中泰人回
报社会的诚心和欲与人民群众同气连根
的决心，更是倪永兴对社会的爱心与善
心。作为区人大代表，他把身边群众的
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平时里，只要有
人遇到困难求助于他，他总是一口答应，
让受助者心生暖意。

在中泰实业，倪永兴是企业负责人，

但对职工而言，他更像一位关心、照顾他
们的长者。

在经济形势不景气时，倪永兴一句
“不裁员，不减薪”的铿锵声，给全体员工
吃下了定心丸。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
活，他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凝聚人心；为
了调节职工的工作压力，每年他都会组
织职工外出旅游，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
家一般的温暖。如今，无论在乡里乡间，
还是企业内外，说起倪永兴，大家都会竖
起拇指，真心地夸上一番。

中泰实业：帮困扶贫做公益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朱富强

本报讯 你了解食品安全吗？无
证摊贩售卖的食品会带来什么危
害？带着这些问题，近日，区城管局
工作人员走进高桥小学，为二年级小
学生宣讲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让他
们从小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意识。

区城管局联络科蔡国寅是此次
活动的主讲人，同时，她也是一位母
亲。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她与其他家

长一样，尤为上心。在课堂上，她以
童言童语、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无
证摊贩的食品来源、危害及相关常
识，她提醒孩子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购
买无证流动摊贩的食品，这些小吃看
似美味，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孩子们在拒绝路边摊的同时，也
要劝阻同学、朋友不要购买，一起对
路边摊说“不”，如若发现无证流动摊
贩，也可以拨打城管投诉热线96310
进行举报，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

环境。
高桥小学教师韩立军告诉记者，

平日里老师也会向学生灌输食品安
全方面的相关知识，但是只停留在书
本上。这次校园的宣讲活动让孩子
们更加懂得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对食
品安全也会更加引起重视。

接下来，区城管局将会把食品安
全宣传作进一步推广，让广大市民共
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提高食品安全
意识。

近日，科普知识宣传再次起航，率先
走进靖江街道义南村。此次科普知识宣
传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主题为“公共
安全你我他 应急避险有招数”，科普志愿
者刚到，义南村的村民便纷纷上前索要问
卷。科普知识宣传全面普及，让广大村民
切实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在活动现场，
理发、量血压处也早已排起了长队。

下午，志愿者们又来到靖江街道雷东
村，在进行调查问卷的同时，磨剪刀、理
发、修鞋、量血压等服务，也赢得了村民们
的称赞。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冯洁 萧靖

舞动精彩唱响自强
区残联演职人员卖力演出

为迎接第二十七个全国助残日的到
来，近日，杭州市第八届残疾人文艺演出
在浙江大学永谦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区残
联的演职人员也参与了演出。

本次演出的主题为“舞动精彩 唱响自
强”，演出设声乐、器乐、舞蹈、戏曲四个项
目，全市各区、县（市）共申报近50个节目，
演员均为视力、肢体、听力语言残疾人，近
400名演职人员参加，经过评委组的初审、
终审，最后评选出15个节目参加汇演。

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里，舞蹈、乐
器独奏、民乐合奏、独唱、合唱、戏曲，一个
个节目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位演员在舞
台上用曼妙的舞姿和深情的歌唱，诠释残
疾人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残疾人对生命的
热爱、对梦想的追求。

科普+便民服务
这样的活动百姓很欢迎

食品安全宣讲走进校园 对流动摊贩说“不”

昨天，记者在萧山旺角城某餐厅取号台上看到了一台自助租凭充电
宝设备，该设备可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后就能借出移动充电宝，按小时计
费，可异地归还。

记者 唐柯 摄

共享充电宝
来萧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