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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突发疾病抽搐不止

公交司机和乘客实施“教科书式”救援

今日关注

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是萧山区国有资
产经营总公司（萧山区政府直属国有企业）下属
的一家全资子公司，是萧山区人民政府为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而设立的一家政策性担保机
构。因业务发展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业务、行
政岗位人员5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

正、爱岗敬业；
2.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沟通协调能

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3.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开拓能力；
4.身体健康，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

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岗位

业务岗

业务岗

综合后勤

人数

2人

2人

1人

任职条件

（1）35周岁以下;（2）金融、财务等相关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
（3）5年以上银行、担保公司客户经理、企业主办会计从业经验者可

适当放宽要求；（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1）35周岁以下；（2）本科（含）以上学历；（3）金融、财务等经济类相
关专业优先；（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1）40周岁以下，专科（含）以上学历；（2）熟悉各类办公软件操作；
（3）有行政管理岗位从业经验、有一定财务基础、熟悉各类公文写作、有较
好文字功底的可适当放宽要求；（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
能力。

三、工资待遇：招聘录用后，工资福利待遇结合公司相关文件规
定执行。

四、招聘流程
发布招聘公告，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后，经笔

试、面试、考察、体检后，择优录取。
五、报名事项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至2019年4月20日17点止。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人员应在报名时间内将个人简历、学

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件扫描件发至邮箱hzx-
szdb@163.com。邮件标题和简历名称请注明“姓名+学历+从业年限”。

3．任职基本要求中涉及的时间计算截止到2019年4月20日,报
名者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资格。

4.报名联系人：俞女士0571-83539773。

二、招聘岗位

文/图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吴晓敏

本报讯 713 路公交车正在行驶途
中，一名男乘客突发疾病，脸色发白，抽搐
不止。见状，多名乘客挺身而出帮忙照顾，
司机得知后立即驾车赶往医院……最终，
发病的乘客得到及时救治脱离危险。

事情发生在3月19日上午，713路公
交车从信息港公交站驶出开往城南公交
站，当时车上有十几名乘客。

车子行驶到北干二苑和新安寓站点附
近时，车上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脸色发白，并
不停地抽搐，边上的男乘客见状赶紧上前
扶住他，一名女乘客则走到驾驶室跟司机
说，车上有乘客发病了。

当时驾驶这辆713路公交车的司机是
蒋兴荣，这名51岁的江苏汉子，在萧山开
了11年公交车，头一次遇到乘客突发疾
病。“当时我在专心开车,只听到车厢内有

点嘈杂，并不知道有乘客突发疾病。不一
会儿有名女乘客来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就
赶紧靠边停车，赶到发病的乘客身边。”蒋
师傅告诉记者，看到乘客的情况相当紧急，
自己有些紧张，但很快冷静了下来。

这时，那名热心的女乘客对蒋师傅说：
“大家都不懂医，先扶着他不要乱动，还是
赶紧送医吧。”车上的乘客表示赞同。

蒋师傅赶紧回到驾驶室，想到育才路
上有两家医院——浙江萧山医院和萧山区

中医院，从距离上来说去区中医院更近
些。于是，他发动车子，绕开了原本需要停
靠的多个站点，一路直奔区中医院。

让人感动的是，乘客们主动要求护送
病人一起到医院，有的照顾病人，还有人拨
打了120。

五六分钟后，蒋师傅便把公交车直接
开到了区中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快，医院
到了，大家一起把他抬下去！”在一名热心
的乘客提议下，大家将患者送进了急诊室，
蒋师傅又开着公交车上路了。

记者了解到，发病的男乘客姓叶，在萧
山一工地上工作。他说，没想到会在公交
车上突发昏倒：“我一直到昏迷到当天下午
才醒来，怎么被送到医院的都不知道。多
亏热心的司机和乘客把我送到医院，真的
非常感激。”叶先生说，这次突发疾病，让自
己体会到了萧山是座温暖的城市。

“公司经常对驾驶员进行应急情况的
处理培训，现在乘客的素质也比较高，我们
驾驶员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乘客都比较
理解和支持。我要给一车热心的乘客点
赞，大家都主动站出来帮忙。”蒋师傅说，
正是乘客们配合默契，才上演了“教科书”
式的救援，希望这样的正能量传播下去。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前天阳光回归气温回升，是
出门活动的绝佳日子，很多人外出游玩赏
景。不过，如果阳光一直这般灿烂，那还真
不符合春天的“脾气”。都说三月天孩儿
面，是因为在这个时节冷暖气流开始活跃，
天气往往变化剧烈。

春季的特点就是天气系统转换快，导
致晴雨切换也很随性。春天里，自然是少
不了春暖花开，但也无法避免雨水烦扰。
雨后湛蓝的天空，轻轻的云朵，温暖的阳

光，争相绽放的百花，初露嫩芽的草木。近
期，这些都一一呈现在大家眼前。

昨天上午依旧是好天气，到了下午云
逐渐增多，夜里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起
来。不过这次雨水的量不大，停留时间也
不长，预计今天下午又转为多云的天气。

据区气象台消息，近期我区天气晴雨
相间，降雨出现在今天上午和26日夜里到
28日，其中27日、28日受冷暖气流交汇影
响，降雨比较明显。27日到28日有中雨，
局部大雨；29日到30日多云。

气温方面虽有起伏，但不至于像上周

那样激烈升降。26日以前，温度稍微偏
低，最高17℃—18℃，最低9℃—10℃；26
日天气回暖，最高气温23℃左右；27日至
29日，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有所
回落，最高气温15℃—19℃；27日到 28
日，最低气温10℃—13℃。

晴晴雨雨的天气下，温度变化较频繁，
大伙可要合理增减衣物。眼下还处于初春
阶段，昼夜温差比较大，特别是早晚较冷，
春捂仍不可松懈。而从明天开始，晴雨频
繁切换，带把伞遮阳又挡雨，既然享受了阳
光鲜花，就接受春天的善变吧。

首席记者 周颖 整理

建议增加公交线路

网友“yzcggg”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反映，世纪之光小区已全部
交付，大量新居民已经入住。今年9
月，世纪之光幼儿园、杭二中钱江校
区也将开始招生。目前，小区周围
交通不够便利，最近的地铁站中间
无公交、无公共自行车，步行需15
分钟，希望增加东西方向和南北方
向的公交线路，或者增加相应的公
共自行车站点。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网友的建
议区运管部门已收悉，目前世纪之
光小区北侧的振宁路上距离小区约
500米处，设有“振宁路民和路口”公
交站点，该站点有公交419路（浙师
大萧山校区—地铁江陵路站）通行，
线路配车10辆，早晚高峰班次间隔
15—20 分钟，平峰班次间隔 30 分
钟，与地铁无缝对接，小区居民如有
出行需求，可在此站点乘车出行。

在今后的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时，运管部门和公交公司将重点考
虑网友的意见与建议，不断完善该
区域的公交线网，方便广大市民的
公交出行。

渔浦社区没有卫生服务站
群众看病不方便

网友“mazy0103”向萧山网络
问政平台反映，御景蓝湾所在的渔
浦社区，没有社区卫生服务站，百姓
看病不方便。希望能和其他社区一
样，能直接在所在社区的卫生服务
站就诊。

义桥镇回复：针对网友反映的
情况，经向相关部门核实，具体情况
告知如下：按有关规定，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的服务半径是步行 20
分钟以内，义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义桥镇民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距离御景蓝湾小区均在步行 20 分
钟范围内，完全可以满足御景蓝湾
社区居民的需求。

因此，目前暂不考虑在御景蓝
湾附近增设社区卫生服务站点。

萧邮路整改后何时交付？

网友“xiaoyan711”向萧山网
络问政平台反映，萧邮路在3月11
日—13日进行了整改划线，道路上
的各类图标也已添加，想知道这条
路何时可以正式交付？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根

据您反映的情况，我们立即进行了
解核实。我局市政部门于2019年3
月 11 日—13 日联合相关职能部门
就萧邮路（老塘路—金惠路）车道三
改四事宜已整改完毕。目前，正积
极向相关部门重新申请综合验收移
交工作，争取尽快移交至各职能部
门。给您及广大市民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去年杭州绿地考核
建设一路为何“最差”？

网友“wzhaley”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咨询，刚看到杭州发布的推
送，2018杭州市区绿地考核，只有
一个最差道路绿地：建设一路（萧山
区），后期会整改吗？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从
开发区市政公司了解到，建设一路
在2018年都处于大维修状态，路边
的绿植都已迁移。同时，由于2019
年的连续阴雨天气，并不利于道路
维修，建设一路的维修和修整仍需
要一段时间。

待建设一路维修好以后，市政
公司将在第一时间及时回迁补种相
关绿色植物。

桥上乱停车盼整改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益农赵家湾农贸市场到久联村
群开线的桥上，乱停车比较严重，并
有占道经营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请相关部门管管。

益农镇回复：对于桥上占道经
营问题，镇城管中队已经对该处无
证摊贩进行了劝离，今后会进一步
加强管理。

镇交警中队也会在早晚高峰期
安排人员对沿线道路进行巡逻，对
乱停的车辆进行劝离。

餐馆的垃圾分类做得不到位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崇化路北段店面多，餐馆也多，
垃圾分类没有实行全覆盖，店铺乱
扔垃圾包，还有6—7家餐馆乱扔餐
厨垃圾，恳请有关部门管一管。

区城市管理局回复：2018 年 4
月以后，崇化路沿线所有餐饮店均
已按要求跟萧山区卓尚环保签订合
同，专门回收厨余垃圾，并已落实垃
圾分类。

经我局调查处理，现回复如下：
2019 年 3 月 19 日 9 时 55 分，萧山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厢中队队员来到
崇化路北段，对沿街餐饮业店铺进
行检查，发现沿街的丽华饭店、重庆
石锅鱼等餐饮店门口均有厨余垃圾
桶摆放，已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尚未发现店
铺乱扔垃圾包现象，后续将加强对
餐饮店垃圾分类情况的检查。

三月天孩儿面 晴雨相间变化快

昨日天气晴好，泰和小区茉莉苑内20株樱花怒放，居民拿起手机拍照留念。通讯员 楼海红 华洁 记者 朱林飞 摄

家门口的风景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通讯员 贾文树 记者 朱林飞

本报讯 近日，北干街道相关
责任人与萧然社区工作人员对山北
河、工人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找
短板，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落实。

在巡河过程中，工作人员仔细
检查山北河、工人河水质，查看了河
流卫生情况、河流水面是否存在漂
浮垃圾、绿道保洁是否到位、是否有
排污口等，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整治、
河道保洁和打击非法捕鱼、非法排

污等开展情况，并一一做好巡河记
录。同时，社区党员志愿者、妇联姐
妹花巾帼志愿者清理河道旁垃圾，
将河道保洁工作落到实处。

据了解，萧然社区已将河道巡
查作为河长制工作推进中的一项常
态化工作，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河道
日常巡查工作，加强河道环保宣传，
竭力提高河流沿线居民的环境保护
意识，引导居民和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河道监督工作，营造水清岸绿景
美的良好氛围。

跟着“河长”去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