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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民警

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杭州萧山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杭州萧东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921285 网址：www.czbank.com
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周一至周六）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8号 57198133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点 易 贷 专 员 ：袁 波（专 线 电 话 ：
15988179378/83686695）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小企业房抵点易贷

★5分钟在线申请★1小时自动化审批
★房产免费评估 ★网上签约提款

手机点点
快速申请房
产抵押贷款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本行的任何要约、
承诺或义务最高500万元,最长可贷3年，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资金需要

有房线上贷，生意周转快

扫一扫立即申贷

永乐理财，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95%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2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2、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达到业绩比较基准。过往业
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请您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
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 4、浙商银行ETC免费办理，2019年起可享
受8折优惠！详细情况请电话咨询！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462
AD2431
BC3552
BD2394
DD2169

业绩比较基准
4.95%
4.93%
4.98%
4.95%
4.97%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高净值款，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1亿元

高净值款，5万元起，上限1亿元
私行款，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月10日-1月16日
1月14日-1月16日
1月10日-1月16日
1月14日-1月16日
1月14日-1月16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江东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1月 15日 9∶00-17∶30

停向公村9#变低压线路改造
（永兴）2018年江东片区三联
村4#变等0.4KV配电线路及
设备大修工程：大江东河庄街
道三联村一带。

●遗失方银兰（身份证号：
330121195803059222）的浙
江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收据，
票据号:55199164，票据代码：
313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信城装修服务

部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代码：133011630339，
号码：08491684，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萧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0912261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娜裳服装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29065701，声明作废。
●遗失汪伟刚浙江省医疗机
构 住 院 收 费 收 据 ，代 码 ：
31301，号码：56541300，声
明遗失。
●遗失浙江广利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杭州市萧山区招投标交易
中心的交易证IC卡1张，交易
证号为：JL025，声明作废。

便民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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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代办厂房土地转让
过户手续，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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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1月 21日 9∶00-17∶30停江三站市政分线
10/01/06#杆开跳档，拆断新做拉线，旧线拆除(兴
耀）广汽物流发车中心项目B地块项目红线范围内
涉及10kV电杆迁移工程：河庄街道群欢村一带；9
∶00-17∶30 停建一村 1#低压台区改造（国通）
2018年河庄街道建一村1#、4#等台区改造工程：
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9∶00-17∶30停10kV农场
站I段开关柜更换工程（国通）农场站I段开关柜更
换：农一场（二十）、东方神食品、江东泡沫塑料厂、
农一场部一带。

1月22日 9∶30-17∶30停前进街道8#变、梅
林村3#变增量工程（城北）新设欧变 ：新湾街道梅

林村水泥厂湾东一带；9∶00-17∶30停10kv江排
站3号间隔江排310线（钱灌分线）钱塘江灌区电
缆敷设、割接、移位、中间接制作、试验、搭头等工
作（丰安）临鸿东路与青西三路交叉口电力迁改工
程：大江东钱塘江灌区。

1月23日 9∶00-17∶30停建一村4#低压台
区改造（国通）2018年河庄街道建一村1#、4#等台
区改造工程：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

1 月 24日 9∶00-17∶30 停警备分线 2-9#
杆立杆换线工作(国通)长征变农场068线60#至
87#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大江东舟山警
备区。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月15日 8∶30-16∶30停西陵A004线西通开
G13西上分线：城厢街道阳光城上府及其周边一带；
8∶30-16∶30停湘旅A002线湘北开G16湘湖旅游
度假：城厢街道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投资发展及其
周边一带；8∶45-12∶45停龙虎C704线18#杆龙虎
C7042开关：南阳街道坞里村、赭山村、永利村、远大
村及中江彩瓦、萧山红垦保温防腐、萧山周氏建材
厂、萧山区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中原机械厂
杭州阳城酿洒、萧山万丰医药、圣山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杭州市分公司、萧山电器塑料厂、兴旺经编
厂、永利植绒一带；8∶55-15∶55停众力C933线33#
杆众力C9332开关-80#杆众力C9333开关：瓜沥镇
群益村及宝利来实业、华申镜业、威利佳卫浴、伊利
康卫浴、萧山区河道管理处、绍兴县丰产针纺、奥洁
实业、镜辉镜业、雅格莱门业一带；8∶30-15∶00停涂
川A347线51#杆（牌岩A3471开关）-98#杆（牌岩
A3471开关）：进化镇新江村、浦阳江汇头钟照明、航

民上峰水泥等一带；8∶30-15∶00停柴家A536线
07#杆（柴家A5362开关）：浦阳镇径游行政村、浦一
行政村、百瑞特饲料科技、帝辰鞋业、鼎标机械设备
厂、宏远工艺鞋、红尚塑料制品、华宇鞋业、三冲工
贸、萧山区浦阳镇人民政府、萧山万利达鞋业、阳光
造纸机械、银亚橡塑制品、中意彩印、中国石油天然
气浙江杭州销售分公司等一带；8∶30-15∶00停下定
A524线41/01#杆（下定A5243开关）：浦阳镇江南
村、萧山浦阳镇永利制线厂、乐铠鞋业、萧山天成复
合材料、跃发铝合金电子线缆、双威机械制造、诗涛
针织厂、远洋鞋业、惠业机械、信达鞋业、萧山区浦阳
镇人民政府（径游机埠）等一带；15∶00左右短时停电
一次停柴家 A536 线变电所间隔-07#杆（柴家
A5362开关）：浦阳镇桃湖村一带；15∶00左右短时
停电一次停下定A524线变电所间隔-41/01#杆（下
定A5243开关）：浦阳镇江南村、成功鞋业、联鸿鞋
业、路克鞋业、天峰纺织机械、通达鞋业、伟量管业、
萧山彩虹工艺毛衫厂、萧山杰威鞋业、浦阳镇径游中
心小学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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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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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14日
晚潮时间
16:50
17:11
19:08
危险

高潮位
(米)
4.70
4.7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15日
早潮时间
05:20
05:43
07:50

高潮位
(米)
4.50
4.50
4.80

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洪斐

去年12月，萧山中医院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客人：来自西藏那曲色尼的10名先髋
患者。色尼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唐古拉
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因高寒缺
氧、交通不便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医疗水
平较低。

经萧山援藏干部余峰牵线搭桥，区中
医院联合社会热心企业成立了“杏林天
使”爱心慈善项目，帮助那曲的10名患者
免费手术，让他们获得“新生”。

援藏干部“牵线搭桥”
千里来萧求医

今年8岁的拉色措姆家住西藏那曲色
尼区那么切乡，是一名活泼可爱的小学二
年级学生。父母都是牧民，家庭收入在西

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线以下。
拉色措姆2岁时，父母发现女儿走路

时姿势不太对，到当地卫生院检查后发现
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但当地医院无法开
展手术。几个月的检查医疗费用让这个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今年11岁的斯塔措姆和10岁的白马
多杰与拉色措姆的情况差不多，都因经济
原因和医疗条件没能及时接受手术。

2016年，萧山援藏干部余峰在下乡义
诊中将发现的两名髋脱患儿带到浙江省
儿保医院做了手术，区中医院院长全仁夫
看到报道后联系了余峰，表示愿意提供帮
助。于是，从2017年底到2018年，余峰和
西藏卫计干部筛选了10名先髋患者，带他
们来萧山求医。

昨天，记者在区中医院儿童骨科的病
房里看到了拉色措姆，小姑娘正躺在床上
休养。“妈妈说手术很成功，给我做手术的
叔叔说明年秋天我就能去上学了。”拉色
措姆脸上充满喜悦。

10名患者手术都很成功
计划下周返藏

接受救治的10名患者中，最大的11
岁，最小的只有3岁。入院后，在区中医院
儿童骨科主任庄伟和上海新华医院专家
的指导下，科室为他们制定了完善的手术

治疗方案：分别针对单侧髋关节脱位、双
侧髋关节脱位、伴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脑瘫
患儿做诊疗评估，安排全面检查。分析病
情后，专家团队认为应根据每位患儿实际
情况逐一制定手术方案并及早进行手术。

为确保此次治疗活动顺利开展，区中
医院募集了专项基金35万元，并通过区慈
善总会以“杏林天使”的名义用于西藏先
髋患儿的救助，10名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
良的藏区患者全部是免费治疗。除此之
外，后勤团队还为每户患儿家庭准备了生
活用品和就餐卡，为藏族同胞特地准备了
牛羊肉等符合他们口味的食物，儿童骨科
的医护人员还与患儿家庭进行了一对一
结对。面对萧山人的爱心，患儿家属充满
感激。

来自那曲的10名患者和家属刚到医
院时，由于语言不通较难沟通，儿童骨科
护士长柴莎莎还特意下载了一个藏语和
汉语翻译的App。2019年元旦前夕，护
士们特意为孩子们送上了蛋糕和一份新
年小礼物，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
开始。昨天，11岁的斯塔措姆躺在病床上
看着护士阿姨们送的作文书，正在给远在
家里的弟弟写信。

据了解，10名患者的手术都非常成
功，他们计划下周返藏。柴莎莎和同事们
打算给每名患者准备一份藏文出院告知
书，以便他们在家里好好进行康复训练。

■记者 王俞楠

“陈警官，这么晚打扰了，我就想
问问电动车登记要准备哪些材料，来
派出所就可以了吗？”

“对的，你记得带好身份证、车辆
合法来源凭证、车辆合格证来派出所
就可以。”

这段看上去普通的对话，发生在
深夜11点。对话中的“陈警官”，是
南阳派出所的社区民警陈建。

“自从《超标电动车备案登记公
告》发布以后，这样的电话就多了起
来，不少市民听到消息后担心错过时
间，也会在晚上打电话咨询。”陈建告
诉记者，群众心里有疑问，他的原则
是第一时间解答。

除了有耐心，对辖区内的事情陈
建还很用心。陈建所管辖的区域一
共有7个村，约占了整个南阳街道村
（社区）数量的一半。2018年，南阳
街道有大量的拆迁和安置工作，陈建
的辖区又是整个街道内任务最重的
地区，他在工作之余一个村一个村
跑，和村民聊天，到村委会了解相关
拆迁情况，及时掌握不稳定因素，还
向村民宣讲政策、法律法规。在日常
的工作中，他还积极宣传、组织发动
群众参与社会大治安，开展社区防
范，以人防、物防、技防“三防统一相
结合”的工作方法，努力编制村（社
区）防区防控网。

陈建一直是所里的刑侦民警，去
年为了扫黑除恶，面对激增的工作
量，他不但要负责社区民警的职责，
还要分担所里的办案任务。2018年

7月，在办理一起网络诈骗案中，为
了抓捕犯罪嫌疑人，他和同事奔赴陕
西咸阳，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苦苦蹲
守了10余天，终于将8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在经过连夜审查后，第二天
又马不停蹄地将犯罪嫌疑人押解回
萧山。

说起陈建，群众纷纷竖起大拇
指，同事也很佩服他。“我曾经和他一
起参加过救援，那个场景记忆犹新。”
民警周夏伟告诉记者，一次晚上8
点，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一对夫妻
闹别扭，女方要跳江轻生。

周夏伟和陈建赶到钱塘江美女
坝边时，女子正站在礁石上，江水已
到她胸口，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看似冷静下来的女子转头看到民警
在靠近，情绪马上激动起来，一脚踢
在礁石上，整个人往身后倒去，身后
就是湍急的水流。

危急时刻，陈建奋力一扑，上前
一把抓住女子，两人都跌入江中。幸
亏陈建反应快，另一只手抓住了礁
石。同事们赶紧救援，最终救回了欲
轻生女子。

自2009年 8月从警校毕业后，
陈建来到南阳派出所工作，9年多的
时间里，他熟悉了南阳街道的每一个
角落，他扎根在基层，用耐心和热心
对待群众，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杏林天使”爱心慈善架起萧山那曲爱的桥梁

我区为10名西藏那曲先髋患者免费手术

区中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庄伟为患者诊治

陈建

陈建：一个片警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