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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闪光民警

植根萧山沃土、秉持萧山精神，工行
萧山分行始终坚持“立足萧山、服务萧
山”的经营理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
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规模和效益
的跨越式发展，多项业务指标市场占比
居当地同业第一，是萧山区内服务口碑
好、业务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商业银
行，连续多年被政府授予“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杰出单位”“支持政府重点工作优胜
单位”等荣誉称号。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诚邀优秀人才
加盟。这里职业平台稳定，发展空间广
阔，福利待遇优厚，期待着您的加入，共
同奋斗，共同成长，共创幸福。

一、招聘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
二、招聘岗位
金融科技岗2人
三、招聘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诚实守

信，遵纪守法，无不良从业记录。
（二）学历条件：大学本科（含）以上

学历及相应学位。
（三）专业条件：以计算机类、软件工

程、软件开发及相关专业为主。
（四）工作年限条件：具备2年以上软

件开发相关工作经历。
（五）年龄条件：35周岁以下。

（六）优先条件：熟练掌握 java开发
框架；对主流接口加密模式有一定了解；
熟悉主流java设计模式；对ios、android
开发有一定概念；熟练掌握 oracle、
mysql 等数据库技术；熟悉 jquery、
bootstrap、html5等主流移动前端技术；
擅长vue、js、微信公众号开发者优先。

四、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2019年

1月3日—1月15日。应聘者登录我行人
才招聘官方网站（campus.icbc.com.cn），
并注册用户，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
位申请。

（二）资格审查。我行将根据招聘条

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并根据岗位
需求分布及报名情况等，择优甄选确定
入围笔试人选。

（三）笔试、面试、体检、背景调查、录
用。2019年1月下旬将由我行统一组织
实施，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

五、注意事项
（一）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每位应聘者可按照系统页面提示填
报1个岗位意向。

（二）招聘期间，我行将通过招聘
系统信息提示、手机短信或电子邮
件等方式与应聘者联系，请保持通
信畅通。

（三）应聘者应对申请资料信息
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实不符，我行
有权取消其应聘资格，解除相关协议
约定。

（四）我行从未成立或委托成立任何
考试中心、命题中心等机构或类似机构，
从未编辑或出版过任何招聘考试参考资
料，从未向任何机构提供过招聘考试相
关的资料和信息。

（五）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对本次
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

六、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zhaopin_xs@zj.icbc.

com.cn（只接受咨询，不接收简历）。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2019年社会招聘

文/图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康明

汪志杰，市北派出所合成作战专
管民警，在他看来，小案子连着大民
生，每一个案件都必须全力以赴，切实
维护群众利益。

“警察同志，我放在办公室里的笔
记本电脑被人偷了。”去年8月2日下
午，贺女士急匆匆走进市北派出所报
案，“这台笔记本用了几年了已经不值
钱了，你们管吗？”

“不论案值大小，我们都管。你先
回去，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汪
志杰接到报案后，马上带领合成作战
中心的辅警赶赴现场进行实地勘查，
第一时间明确被盗时间、地点、物品特
征等重要信息，通过视频追踪及网上
作战明确了嫌疑人身份及逃离线路。

当天下午，汪志杰和同事根据追
踪显示，发现嫌疑人通过地铁、公交、
出租车等方式从萧山出发直奔主城区
一处电脑城。

90后汪志杰毕业于浙江警察学
院侦查系，虽然从警才5年，但他有
着丰富的办案经验。这起电脑盗窃案
中，他带领合成作战队员以最快时间
追踪到了嫌疑人想要销赃的电脑城，
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了被盗电脑，于
是立即对现场证据进行固定，将所有
证据串联形成证据链。

最终，汪志杰在24小时内成功将
赃物追回，并对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报案后一天之内就领回笔记本电
脑，贺女士对汪志杰及其团队竖起了
大拇指，事后还专程送来一面“人超帅

办案超快”的锦旗。
2018年，汪志杰成绩斐然，他率

领市北派出所合成作战参与各类专案
行动10余起，成功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员200余名，犯罪群体10余
个。他办理的涉及非法就业、殴打他
人、寻衅滋事、吸贩毒、赌博、盗窃、挪
用资金等多类案件。

通过熟悉办案要求掌握办案流程
精化抓捕工作，汪志杰为市北所的案
件质量把好入门关，从一名警营新秀
成功蜕变为警队骨干。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入冬以来，萧然大地就像是
被阴雨施了魔咒一般，数不尽的阴天，下
不完的细雨。昨天雨水又来，这样的天气
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

区气象台说，入冬以来，冷空气势力
不强，而南支槽异常活跃，将印度洋、孟加
拉湾和南海的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到我国
南方地区，造成包括萧山在内的不少地区
阴雨寡照。

本周我区仍多阴雨，比较明显的降雨
会出现在今天夜里到11日夜里，雨量小到

中等。12日至13日，有降雨间歇，有望见
到太阳。14日开始，又将有一次降雨过
程。气温倒是变化不大，最低气温大多在
4℃—7℃，最高气温7℃—11℃。由于受
阴雨天气影响，体感湿冷，大家要注意添
衣保暖。

连阴雨天气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生
产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阴雨天，人的心
情容易低落，需要进行自我调节，建议大
家多运动，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即使窗
外没有阳光，也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温
暖、阳光。

俗话说:“数九寒天 冷在三九”，9日

正式进入“三九”，也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
段。我国大部分地方从“冬至”日开始，就
会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冬天
的九九寒天，从冬至当天算起，以九天为
一个单位，依次从“一九”数到“九九”。其
中，“三九四九冰上走。”，“三九”和“四九”
最冷，等到“九九”过完，冬天差不多也就
结束了。

今冬最冷的“三九四九”是1月9日至
1月26日。作家汪曾祺说，夏至、冬至之
后，皆有“九九”之说，计算寒暑变化。不
过夏天大家不大注意，冬天冷得难受，偏
要计较它，看它冷到怎样程度。

首席记者 周颖 整理

此处公园何时开放？

网友“索马里小海盗”向网络问政
平台咨询，汇德隆购物中心东侧的一
个公园差不多去年10月份就弄好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拆围挡，也没见有工
人施工，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彻底开
放？还有就是以后公园的停车场是否
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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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了解得知，目前因市心路东侧
绿地项目仍有部分绿地需进行改造，
且根据环卫部门要求，公园内公厕需
进一步改造提升，故现未能开放。

另外，公园停车场待完成施工改
造后，将移交至区城发公司进行相应
管理。后续具体事宜可直接向区城发
公司咨询了解。

我们将积极推进施工进度，争取
春节前对公园部分区域予以开放。给
您及广大市民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
谅解。

个人信息被冒用怎么办？

网友“杭州周先生”向网络问政平
台反映，最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个
人所得税App，发现里面有两项办税
权限被他人冒用，自己无法修改和更
正，显示上海某单位。而本人从2011
年到现在一直在单位工作，从未离开
过杭州，这些对我有不良影响吗？如
何更正此信息？

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回复：因我
单位没有个人所得税App的相应维护
权限，你可在个人所得税App上提出
申诉投诉，或者拨打税务咨询热线
0571—12366咨询。

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戚天琪

对许多独居或孤寡老人来说，吃饭是
个难题。2018年开始，区民政局不断完善
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助餐服务
覆盖方式，加大老年人助餐优惠力度。截
至目前，全区423个村（社区）已全部提供
助餐服务。

“下馆子”打7折
还为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社区助餐服务点，是其中一种助餐模
式，通过这项服务，老年人可以以较优惠
的价格“下馆子”。

江寺社区是一个老年人比较多的社
区，之前没有老年食堂，去年发出了300
多张助餐打折卡后，辖区内的老人很开
心。江寺社区的助餐服务点，设在社区一
家饭店里。

“自从去年11月我们餐馆成了社区助
餐服务点以来，来吃饭的老年人多了很
多，三个人一桌自己点餐，吃完后可以打7
折。”餐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还对
三位孤寡和独居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据了解，区民政局在老年人助餐服务
体系推进过程中根据各镇街的实际情况，
建立了不同的老年人助餐优惠政策。如
行动不便的高龄、孤寡、独居、空巢老人作
为重点保障人群，可在各助餐点以不高于
6元的价格吃上一荤两素。其他60岁以
上的老年人如果也想在助餐点就餐，则根
据各镇街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优惠政
策。对于被选定的社区助餐点，区民政局
给予相应补贴。

家住瓜沥镇中沙村的胡奶奶也是老
年人助餐服务体系的受益者，她今年已90
多岁高龄，助老员翟素娟近段时间每天都
送餐上门，为老人减少很多麻烦。

区民政局在之前助餐服务走访中发

现，有些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到相应助
餐点进行就餐，只能放弃助餐服务；或者
由于社会餐饮企业、养老机构人员有限，
无法将饭菜送到每个老人家中，导致老年
人就餐数量少。为此，今年区民政局与居
家养老服务中介合作，让助老员参与加入
到助餐体系中来。

如此一来，可以统一将饭菜配送至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再由助老员将饭菜
送到老人家中。也可直接由助老员在助
餐服务单位取餐，送至老人家中，真正解
决老年人助餐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四种老年助餐模式
让每个老人都能吃热饭

除了助餐服务点，目前萧山老年人助
餐服务模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社区老年食堂，通过社区自建食
堂，满足周边老人就餐需求，如城厢街道
俊良社区阳光爱心食堂、靖江街道伟南社

区老年食堂等。
二是通过挂靠农村五保供养中心、民

办养老院的食堂，对外周边老人提供配送
餐服务，如义桥镇农村五保供养中心、开
元乐都养老院等。

三是挂靠社会化饭店，通过与有餐饮
资质的酒店、农庄、餐饮店合作，老人既可
到店就餐，也可享受送餐上门服务，如蜀山
街道广宁饭店、红山农场红娱快餐店等。

四是与大型配送餐中心合作，以“中
央厨房”的形式为老人提供配送餐服务，
如杭州大房利餐饮有限公司。

让每个老人都能吃上一口热饭，这还
远远不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老
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建设需要长期探索并
不断完善，今后将助餐服务体系做细、做
实，当然也希望更多个人和单位可以参与
到老年人助餐服务工作中，共同推动老年
人助餐服务体系优化，使老年人助餐服务
体系更加安全、便利，服务质量和水平明
显提升。

助餐体系全覆盖 解决老年人“吃饭难”

江寺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店

近期阴雨连绵 天晴要等12日之后

汪志杰：人超帅 办案超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