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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今晚亮相央视“小春晚”
晚7点30分CCTV3 不见不散

今日关注

网络问政

临浦镇

河上镇

浦阳镇

衙前镇

义桥镇

进化镇

戴村镇

楼塔镇

瓜沥镇

浦南村、浦二村

祥和桥村、紫东村

谢家村

四翔村

昇光村

裘家坞村、城山王村

石马头村、河杨湖村

大同三村、楼家塔村

长联村、工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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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周围管网清掏及时，终端绿化养护到位。建设运维管理台
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1处
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日常运维情况良好，周围管网清掏及时，终端绿化养护到位，建设运维管理台
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取5处终端水样4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6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3#二处厨余井未清
掏；2#格栅需清理；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6处终端水样1处出
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2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周围管网清掏及时，终端绿化养护到位。建设运维管理台
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处终端水样1处
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4#一处厨余
井未清掏；2#、3#、4#、6#、9#终端湿地植物需修剪；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
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2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6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裘家坞村2#、3#、6#告
示牌无内容；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6处终端水样5处出水水
质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未纳入村规民约；未
定期对农污设施进行检查考核；石马头4#告示牌无吨位、终端表面有农作物；进出水水质自检
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4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4个终端，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终端告示牌均无公开监督电话；进出水水
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4处终端水样出水水质均未达标。
检查22个终端，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长联村2#
告示牌处理模式错误；工农村12#一处厨余井未清掏；工农村14#提升井缺少井盖；工农村4#
因农户拉闸，导致终端未正常运行；长联村5#终端围栏损坏；长联村1#湿地植物需修剪；进出
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2处终端水样15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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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抽检行政村 抽检终端数 存在问题 排名

所前镇

益农镇

南阳街道

党湾镇

新街街道

宁围街道

传芳村

三围村、东江村

岩峰村

永乐村

双圩村

顺坝村

5

20

2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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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5个终端，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对农污设施的
日常巡查记录不规范；1#两处、5#一处厨余井未清掏；3#格栅井无格栅；4#一处污水排放口未接
入接户井；5#回流泵故障；1#终端表面无绿化，2#终端表面有农作物，4#终端表面有杂物堆放；
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3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20个终端，周围管网清掏及时，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三围村W17#两处厨
余井未清掏；三围村W13#格栅需清理；东江村W4#一处厨余井无井盖；三围村W6#终端堵
塞，污水满溢，未正常运行；三围村W13#、东江村W4#终端表面有杂物堆放；进出水水质自检
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0处终端水样15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2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
录，取2处终端水样出水水质均未达标。

检查8个终端，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缺少管理组织
架构及规章制度台账；未出台相关管理、巡查制度；未定期对农污设施进行检查考核；终端告示
牌无公开监督电话；9#两处厨余井未清掏；3#、4#终端表面沉降；6#、10#终端表面有杂物堆放；
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8处终端水样3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9个终端，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2#告示牌无
公开监督电话、编号，4#告示牌无编号；8#厨余井未清掏、格栅井需清理；8#、15#风机故障，终
端未正常运行；5#终端围栏损坏，13#终端围栏损坏、表面有杂物堆放，15#终端表面有杂物堆
放；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9处终端水样6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2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尚未纳入；
未建立监督巡查机制；未定期对农污设施进行检查考核；终端告示牌均无公开监督电话；进出
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1处终端水样1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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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抽检行政村 抽检终端数 存在问题 排名

2018年1月份镇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例行检查排名表

丰裕盈家KF01

丰裕盈家KF01第3678期预约35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79期预约63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80期预约91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81期预约182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82期预约210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83期预约364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84期预约728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3685期预约91天型
（理财新客户专属）

丰裕盈家KF01第3690期预约91天型
（牛大管家专属）

丰裕盈家KF01第3691期预约182天型
（牛大管家专属）
丰裕2号为高净值客户专享——申请条件：家庭现金资产100万元（包括银行存款、理财、股票、信托、基金等）

丰裕盈家KF02

丰裕盈家KF02第2079期预约35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080期预约63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081期预约91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082期预约182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083期预约364天型

认购期

2月14日
-22日

2月14日
-21日

认购期

2月13日
-21日

理财到期日

3月30日
4月27日
5月25日
8月24日
9月21日

2019年2月22日
2020年2月21日

5月24日

5月24日

8月23日

理财到期日

3月29日
4月26日
5月24日
8月23日

2019年2月21日

理财
期限
35天
63天
91天
182天
210天
364天
728天

91天

91天

182天

理财
期限
35天
63天
91天
182天
364天

5万-19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5.00%
5.05%
5.30%
5.30%
5.20%
5.50%
5.55%

5.69%

5.38%

5.43%

10万-29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5.10%
5.20%
5.35%
5.40%
5.55%

20万元(含)以上
预期年化收益率

30万-99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目标客户

普通客户

理财签约：
2017年12月1日~
2018年2月21日

100万元以上
预期年化收益率

杭州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萧山支行：萧山区金城路419号（电话：82892971、82891961） 城厢支行：萧山区育才路395号（电话：83869120、82891967）
临浦支行：萧山区临浦镇人民路30号（电话：82487005、82487006）瓜沥支行：萧山区瓜沥镇友谊路441号（电话：82576087、83581070）
大江东支行：大江东区义蓬镇义蓬中路550号购物中心斜对面（电话：83862311、83862317）

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特别提醒∶
理财产品的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扫一扫，即可买理财、办贷款▶

萧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管理办公室

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12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24787

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第二幼儿园

招聘：教师2名

要求：大专学历，女，幼儿园任教三年以上，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优先。

联系地址：萧山区所前镇金临湖村魏家（自然村）1号

联系人：张芬琴

联系电话：13858131729

■记者王慧青

本报讯 东南西北贺新春，昂首阔步
新时代。今晚7点30分，《我们的中国梦

——2018东西南北贺新春》春节特别节
目将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CCTV3）首
播。届时，全国亿万观众将领略到萧山
的魅力，作为萧山人这是一件值得铭记
的事情。

今年《东西南北贺新春》特别节目将
从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生态文明、国际交
流、现代发展等方面展现新时代中国新面
貌，并选取了黑龙江黑河、云南昆明、湖南
张家界、山西大同和浙江杭州作为演出现

场。在节目中，除了能纵观祖国大好河
山，感受多彩民俗文化之外，还能看到充
满现代感、科技感的都市面貌。

“萧山元素”将成为萧山观众关注的
焦点。在杭州萧山会场，10多个精选节
目将接连呈现，700多名演员将展现精
彩演出。你将随着镜头感受充满现代感
的钱江世纪城、机器人小镇、信息港小镇
等，也能领略流传八千年，曾孕育了浙江
远古文明源头的跨湖桥文化。坐拥G20

峰会会址所在地和 2022年亚运会主战
场的萧山，立足于时代发展科技，融历史
与青春为一体，正向世人展现它独有的
魅力。这是萧山的骄傲，也是萧山人的
自豪。

此外，萧山花边、青梅酒、萧山萝卜
干、江南米果、定胜糕、公泰朝糕、丝绸画
缋、龙井茶、面塑、河上龙灯等众多“萧山
元素”也将在节目中齐亮相。萧山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萧

山人幸福美满的生活场景将隔着电视屏
幕走进千家万户。

《东西南北贺新春》是央视春节期间
的一个品牌节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
爱，已连续三年创下同时段同类节目收视
率第一的佳绩，有“小春晚”之称。今年节
目除了在今晚综艺频道（CCTV-3）首播，
综合频道（CCTV-1）跟播外，春节期间还
将于综艺频道（CCTV-3）、综合频道
（CCTV-1）重播。

■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高桥住宅区是萧山城区首
个住宅小区，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
不折不扣的老小区。近日，网友“阿来”
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询问，近日丁家庄
社区高桥住宅区不少楼幢内张贴了一张
《萧山区督促解危告知书》，根据告知书
内容，丁家庄社区高桥住宅区内的24幢
楼房经鉴定为C级危房，督促房屋所有
权人对房屋落实解危工作。“那么，这些
C级危房如何解危？谁又来负责解危？”
网友“阿来”说。

昨天，记者在高桥住宅区内转了一
圈，发现不少楼幢的墙面均有墙皮脱落
情况，露出一块块砖来，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这房子我住了30多年了，现在年
纪大了，房子也老了，最怕是遇到邻居搞
装修。最近听说房屋鉴定出来是危房，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何措施？”家住高桥
住宅区52幢的虞大伯说。从高桥住宅
区所属的丁家庄社区工作人员处记者了
解到，目前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丁

家庄社区高桥住宅区内有24幢楼房，房
屋危险性为C级。

针对网友提出危房如何解危，谁又
来负责解危？记者咨询了区危改办，工
作人员介绍说，目前由区住建局负责指
导各镇（街）、场、台具体实施城乡危旧房
屋治理改造及建立网格化监管机制，负
责全区危旧房屋安全信息汇总建档工
作，做好城乡危旧房屋治理改造涉及的
相关工作。多层多产权的城镇危旧住宅
房屋采取维修加固方式解危的，由实施
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加固设计，
由当地镇（街）、场、平台审批报区危改办
备案后实施，项目完工并经原房屋安全
机构鉴定确认解危后即可恢复使用，不
用变更权属登记。

个人自建房采取维修加固方式解
危的，由镇（街）、场、平台直接审批报区
危改办备案后由产权人自行负责实
施。即使是自建房自己负责解危的，也
需要由镇街审批并且报区危改办备
案。城镇危旧住宅房屋采取维修加固
方式解危的，应符合“不超过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属证书、房屋权属证书载明
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不改变原房屋
用途，不突破原建筑占地面积和原建筑
高度”的原则。

至于危房解危费用，按照《杭州市城
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规定实施，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城镇危
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的经费，区财政按
照包干原则补助到各镇（街）、场、平台。
采取成片改造、回购置换方式的，按照

“一事一议”的原则单独确定。对城镇住
宅房屋造成使用危险的，责任单位或者
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
追偿工作由业主发起，所在镇（街）、场、
平台进行协助，一时无法追偿到位且情
况紧急需要解危的由镇（街）、场、平台视
情形先予垫付。

高桥住宅区有24幢楼房成危房 该怎么解危？

微言说法

酒后被同事甩了2个耳光还手
算不算正当防卫？

为了让业主过好年，山水苑小区

的许多保安、保洁员放弃回家过年，

选择坚守岗位。为了感谢他们的付

出，山水苑小区的部分业主自发购买

了橄榄油、红枣、大米等年货，送给20

位不回家过年的保安、保洁员。

通讯员 贾伟 记者 张培 摄

新春佳节来临
业主慰问保安保洁员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司

临近年关，单位年会、亲友聚餐逐渐
变多。因酒后失控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随
之增多。

最近，在滨江上班的小陈就遇到了一
件令他颇为懊恼之事。小陈在单位年会
结束之后继续和同事们前往酒吧小酌，谁
知在起身回家时不小心撞上了同事老贾。

当时老贾已经喝醉，在酒精的刺激下
老贾二话不说上去就打了小陈 2个耳
光。年轻气盛的小陈没忍住予以还手。
双方厮打在一起，后均被警察带走。

令小陈意想不到的是，老贾的伤情被
鉴定为轻伤二级，自己竟然涉嫌故意伤害
罪。小陈觉得很委屈，明明是对方先动手
打人，他这应该属于正当防卫。怎么先动
手的老贾没事，自己反而可能涉嫌刑事犯
罪了？

对此，浙江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波
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即正
当防卫必须是正对正在进行不法行为的
人，且不能超过限度。

很多人对正当防卫的认识存在着不
少误解，如对已经停止、已经实施完毕或
被制伏、丧失行动能力的不法侵害行为人
进行“正当防卫”，或故意挑拨他人向自己
实施侵害行为，以此为借口实施“正当防
卫”。根据法律规定，上述行为都不是正
当防卫。

此外，要厘清行为的时间阶段，如：1.
不法侵害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得对推测
或尚未开始的不法侵害行为人“正当防
卫”；2.相互斗殴一般也不认为是“正当防
卫”。但是如果乙方停止、求饶或逃跑而
另一方仍继续侵害的可以“正当防卫”；如
果一方突然使用刀、枪等杀伤力大的凶器
威胁到另一方生命安全的可以“正当防
卫”；3.起先是正当防卫，但是明显超过必
要的限度造成了侵害人重大损害的行为
属于“防卫过当”不属于“正当防卫”。例

如路遇抢劫在将劫匪制伏后仍对其进行
殴打。

如果老贾拿刀直接砍向小陈头颈等
要害部位，小陈的行为可以构成正当防
卫，而且老贾也会被追究故意伤害或故意
杀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在小陈躲避、逃
跑、求饶后仍继续实施侵害行为的，小陈
还手的行为亦可认定为“正当防卫”。但
是老贾在打小陈2个耳光后并无后续侵
害行为，应认定为侵害行为已经停止或实
施完毕。

此时小陈还手最终导致老贾轻伤的
行为很难认定为正当防卫；后续双方行
为已变为互殴，斗殴双方都在积极追求
非法伤害对方的结果，因而根本上不存
在正当防卫的意图。也就是说小陈还
手的目的主要是“以牙还牙”，并不是阻
止老贾继续伤害自己，不存在正当防卫
的意图。

在司法实践中，被打后还手造成对方
上死亡最终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也
非常少。如果大家遇到类似小陈这样遭
到对方殴打的情况，律师只能给出2个建
议：一个是报警，另一个是跑。先避其锋
芒并保留相关证据，然后报警要求公安机
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人进行
处罚。若受伤较为严重可追究对方刑事
责任。类似案件中，如果当场还击的，最
终很有可能面临既赔钱又道歉，更有甚者
被判刑收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遇到的是杀
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
侵害人伤亡的，属于正当防卫，且是特别
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即使最终造成侵害
人伤亡的亦不负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