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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说法

城事看点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二十工段闸

仓前

闻家堰

潮水

涌高等级

6月13日

晚潮时间

22：40

12：30

14:30

危险

高潮位
(米)

5.00

5.1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14日

早潮时间

10:40

-

2:00

高潮位
(米)

4.70

-

5.40

厂房出租
萧山区临浦工业园区内

土地面积7亩多，厂房2幢，1幢
钢结构面积1200多平方米，1
幢有3层，面积大约3000平方
米。2幢配有衡车，可用于机械
厂房。有意电话联系，电话：
13805757671，联系人：郭。

●遗失杭州萧山新街骆氏门
窗经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61387501，
声明作废。
●遗失郭小燕与龚勤所生婴
儿龚琳晟出生证，编号：
M330031690，声明作废。
●遗失西安长大公路工程检
测中心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萧山分中心交易证，交

易证号：XSJS000141，声明
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6月14日 9∶00-17∶00
停 10kV 前 十 968 线
142-01#杆搭头断线消缺工
作：新湾街道东梅村、新湾四
垦一带；9∶30-17∶00停2017
年义蓬街道公变增量布点二
期工程（国通）长红村10#变
变压器更换：义蓬街道长红村
一带；9∶00-17∶00停同一村
1#变、2#变、7#变等台区改造
工程（城源）同一村7#变低压
屏更换：河庄街道同一村一
带；9∶00-17∶00停同一村1#
变、2#变、7#变等台区改造工
程（城源）建设村3#变低压屏
更换：河庄街道建设村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6月14日 8∶30-16∶30
停汇德C781线永山分支开
G12路桥分支箱：北干街道北
苑一苑、管道燃气公司、长虹

路桥工程及其周边一带；8∶
30-17∶00停萧百C111线潘
水北苑2#公变12幢分支箱、
10幢分支箱：城厢街道潘水
北苑10幢 2-3单元、11幢、
12 幢 及 其 周 边 一 带 ；8∶
30-17∶30 停知章 A253 线
40/01#杆后段线路：蜀山街
道知章行政村华汇自然村、汇
隆百货、金炯机械制造、明爵
科技、瑞虎机电制造、萧山城
厢石岩立新五金厂、萧山蜀山
华汇石料厂、信可富机械、众
晓机械厂；8∶40-17∶40停传
芳C254线 27/02#杆后段线
路：所前镇信谊行政村顾家湾
自然村、西江王自然村、汉泰
实业、所前镇第一小学；7∶
30-17∶30停科尔C625线娄
下陈村6#变：新塘街道娄下
陈村一带；7∶30-17∶30停草
洋 C822 线衙前村 10#变 A
路、B路：衙前镇衙前村一带；
8∶45-15∶45停越富C152线
29#杆花神庙分线开关：靖江
街道甘露村、花神庙村及靖江

镇甘露村六组厉月根布厂、金
纺织造、甘露村五组周柏康布
厂、桂泉热处理加工厂、烟斗
老人服饰等一带；8∶00-17∶
30 停博杰 A151 线长联村
17#变：瓜沥镇（党山片）长联
4号桥东桥头一带；8∶00-17
∶30停沙田A063线沙田头村
3#变：瓜沥镇沙田头村8组一
带；8∶00-17∶30停神龙362
线龙虎村6#变：南阳街道龙
虎行政村东林组一带；8∶
45-17∶30停越富C152线花
神庙村13#变：靖江街道花神
庙社区申达路北新农村一带；
8∶30-15∶15停单家C167线
23#杆（单家C167线王家桥
分线开关）：义桥镇罗幕村、丁
家庄、中国电信杭州萧山区分
公司、恒剑喷涂厂、裕隆工艺
品、威廉兰鞋业、萧山华田五
金、萧山荣丽布艺、萧山大卫
钢钉厂、义桥镇人民政府、聚
宝实业、经纬织造、蒙德里安
纺织、新华化纤织造、盛睿德
纺织等一带。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临浦镇贺翼手机店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5年9月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ACPP4XG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临浦镇贺翼手机店 2018年6月13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新塘理旺快餐店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3月 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8MAWM9P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新塘理旺快餐店 2018年6月13日

一、招聘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
1、招聘岗位：公证员助理；2、人数：6名；3、岗位描

述：从事公证辅助性事务及参与法院司法辅助工作。
二、招聘对象及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工作责任心；
3、全日制大学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有 意 者 请 将 简 历 ( 附 清 晰 近 照) 发 送 至 邮 箱

786669967@qq.com。联系电话：0571-87702539，联系
人：蔡女士

招 聘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顺畅网吧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独剪理发店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5年6月15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600548295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城厢独剪理发店 201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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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艺少儿艺术培训学校
主要开设了创意美术、动漫卡通、
素描，现推出特惠活动∶只要450
元就可以享受8节的专业美术课
程。3周岁以上均可报名参加。
电话∶15068766958（朱老师）

18368526638（李老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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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便民热线◆商务资讯◆房产信息◆招聘信息◆浪漫情缘◆拍卖公告◆招标公告◆公告◆遗失启事

网址∶www.xsnet.cn点击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QQ∶342207994 353610476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屠雯婷

本报讯 近日，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
心的“四季平安-减灾防灾”项目荣获浙
江省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第三届社
会项目征集活动“优秀项目”。

阳光爱心救援队成立5年来，队伍不
断扩大，参加的救援活动数不胜数，队员
们利用工作之余参与严格的专业培训，不
断提升自身的救援技能和知识。

2014年6月22日，救援队参与了丽
水抗洪救灾，并帮助那里的受灾群众重建
家园；2015年7月13日，救援队赶赴余姚
等重大受灾区开展救援；2016年1月22
日，救援队参加抗雪救灾工作；2016年9
月28日，救援队连夜赶赴温州平阳参与

防洪救灾。除了实地救援，在观潮节安
保、G20峰会安保以及各类大型毅行活动
中都能看见这支“红衣铁军”的身影。

正因为具备了丰富的应急救援知识
和救援经验，在一次次的救援背后，也让
救援队深刻体会到目前城市居民在抗灾
救灾能力、自救互救能力方面的不足。为
此，他们又成了传播防灾减灾知识的使
者。走进社区和校园，通过项目平台，开
展防灾减灾的培训、讲座和应急演练，建
立防灾减灾志愿宣传服务队，为城市社区
活动提供专业的安保力量，促进社会组织
和个人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自去年8
月以来，他们的足迹遍布城市社区和校
园，让“四季平安”走进居民的生活，走进
孩子们的心中。

阳光爱心公益项目获省级优秀称号

■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萧司

小徐是萧山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2017年，他向某网贷平台借了5000元，
到还钱的时候钱不够，他又从其他平台借
钱偿还欠款。就这样拆东墙补西墙，借款
利息越垒越高，短短半年时间，小徐的债
务竟然从5000元滚到20000多元。

因小徐无法偿还，最后家人替小徐偿
还了所有欠款，但是小徐家人想知道，到
底欠款是如何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竟然翻
了4倍？

对此，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沈佩杰律
师表示，近年来各类贷款平台层出不穷，
包含有车贷、房贷和各种消费贷，其中网
络小额借贷平台尤其多。那么，这些网贷
平台是如何挖“陷阱”的？沈律师说通常
有以下几种情况：

小额借款“引君入瓮”——网贷平台
的借款数额往往在5万元以下，有些甚至
只有几百几千元。

借款时间之“陷阱”——网贷平台借
款期限短，一般为一个月左右。这是有讲
究的，网贷平台追求的是高额回报，借期

短能够使得平台快速的收回本息，然后再
出借给第三方，这样本金和利息循环滚
动，利滚利，钱生钱。

标榜无息“陷阱”——很多网贷平台
往往以无息或者低息来诱骗客户借款，实
际往往要收取手续费，而手续费事实上就
相当于利息，而且如果按照年化计算的
话，往往是较高的利息。

无抵押“陷阱”——网贷公司虽然用
的是大学生的信用抵押，但其实背后透支
的是父母的信用。

催讨手段“陷阱”——一旦债务人违
约，网贷平台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催讨，比如电话威胁恐吓、打电话给亲属
催讨、张贴大字报等方式。

沈律师提醒:目前网络借贷平台鱼
龙混杂，当朋友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确
实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应选择正规渠
道去获取周转资金，切勿选择不正规的
网贷平台，以免陷入高额还贷的深渊。

借款5000元需还2万元？

律师教你谨防网贷公司那些“陷阱”

■记者李小荣通讯员任方圆

本报讯 日前，休博园社区举办了“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亲子体验长征路活动，
让孩子们通过别样的活动感受两万五千
里长征精神。

在已经渐热的夏天，参加活动的小朋
友们穿上红军服、裹上大棉服“出征”，家

长拿着背包与孩子们携手作战。为了使
活动更具真实感，现场设置了沼泽泥潭、
临时医疗点、“雪山”等场景，小朋友们体
验了过草地、运粮食、送伤员、过雪山等。

除此之外，休博园社区还将举行“不
忘初心 忆苦思甜”再品红军野菜饭、“不
忘初心 服务群众”红徽党员志愿汇、“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歌舞献礼建党节活动。

休博园社区亲子体验长征

90后社工不忘初心
投身社区工作

小沈名叫沈芦文，是一名热爱漫画
的90后女生，她说，从事这份工作的初
心很简单，就是希望像日本漫画家井上
雄彦《real》作品中的阿山与阿虎一样，
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让残障人士等社
会群体能够更好地生活。

今年年初，带着这样的想法，小沈
成了华达社区宣教条线的社区工作人
员，日常工作中常常需要走访入户调
查、举行活动、对外宣传。

元宵节时，小沈策划了一个猜灯谜
的活动，为了让活动更加丰富，她还在
活动里附带了便民服务。这是一项兼
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活动，小沈风风火
火准备起来，搭架子、准备谜语、联系志
愿者、选活动场地、通知居民……但令
自己没想到的是，由于缺乏经验，一些
细节没有考虑进去，在举行的时候，参
与人数超过预期，场面一度失控，活动
举行并不完美。

小沈感到，这份工作，不仅繁琐复
杂与责任并具，还可能常常伴随挫折无
助，跟自己的想象有很大不同。

有一次，一名高龄老人来到社区
寻求帮助，小沈上前询问得知，老人因
为上了年纪，走错了家门，找不到回家
的路了。小沈赶紧给老人家里打去电
话了解情况，同事也安慰老人并将其
及时送回了家；又有一次，晚上八点多
了，小沈和同事还在等待居民回家，帮
其调解邻里纠纷；每个月 15 日的晚
上，她和同事组织党员活动，一起过红
色政治生日，观看廉政教育片……

因工作感悟
创作《中国社工》漫画

一件又一件的小事让小沈由衷体
会到：这份工作或许没有惊涛骇浪的壮
举，但在细水长流中与居民建立起深厚
的感情，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不也
是一份获得吗？社区里有不少“鸡毛蒜
皮之事”，但无论是自己还是同事，都在

认认真真做好每件小事，通过自己的力
量，让周边的人生活变好，这不是自己
的初心吗？

小沈坦言，虽然和想象中有点不
同，但就在一天天的日常事务中，自己
已经喜欢上这份工作。平时就喜欢涂
涂画画的她突发奇想：何不把自己的工
作用漫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呢？

因此，《中国社工》系列漫画在小
沈的手中一笔一画慢慢成形了，里面融
入的都是她和同事的工作日常：小区里
的孕妇即将生产，计生条线的同事已经
在准备产后随访；节假日时，他们去慰
问社区退休工人、楼道小组长，带去节
日的祝福；每个月入户走访了解情况，
更好为居民服务……当然，还有很多社
区故事没有出现在漫画里。

目前，小沈的《中国社工》已经创作
了二十多幅，她也将其中几幅放到了网
上。小沈说，“社区工作人员”于不少人
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她
想通过自己的漫画，让更多的人走近
它、了解它。

社工小沈好有心

用漫画记录社区日常工作
不知不觉，小沈与“社区工作人员”这份职业相遇已有半年

的时间，近日，她创作了一套名叫《中国社工》的系列漫画回眸
这份让她渐觉“温柔”的工作。

■记者李小荣

小沈原创漫画《中国社工》体现社区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