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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新客理财产品推荐

联系电话：82739513；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各支行网点。
扫一扫萧山农商银行公众号二维码，了解更多银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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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非存款，投
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萧银理财增盈2019第190期
（新客户专享）

募集时间

5月22日-28日

产品期限

36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4.60%

起购金额

1万元

2019版熊猫金银纪念币火热销售中！交行更有惊喜优惠价！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
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费！详情请咨询∶82722203 82733747 83862359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金价有波动 投资请谨慎

5月大额存单

萧山支行营业部∶82722203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北干支行：83815855
萧山市场园区支行：82838735 萧山市北支行：83815856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82898086

产品期限

1年

2年

3年

5年

3年

3年

3年

5年

3年

3年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付息

到期一次付息

到期一次付息

到期一次付息

到期一次付息

到期一次付息

按月付息

按月付息

按月付息

按月付息

提前支取
计息方式

活期计息

活期计息

靠档计息

靠档计息

活期计息

活期计息

靠档计息

靠档计息

活期计息

活期计息

提前支取方式
质押方式

可提前全部支取
可提前部分支取

可质押，手机银行、网
银、柜面

可提前全部支取
可质押，手机银行、网

银、柜面

起点金额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30万元

5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30万元

50万元

年利率

2.25%
3.15%
3.98%
3.98%
4.08%
4.18%
3.95%
3.95%
4.08%
4.18%

购买客群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指定客群

指定客群

全部

全部

指定客群

指定客群

检测项目

生活
饮用水

卫生标准

出厂水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100

1

1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15

<5

<5

浑浊度
（NTU）

≤1

0.09

0.22

臭和味
（级）

无异臭、异味

0

0

肉眼
可见物

无

无

无

耗氧量
（mg/L）

≤3

1.08

1.44

游离余氯
（mg/L）

出厂水：≥0.3
管网水：≥0.05
0.67

0.32

以上数据由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分公司提供。

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2019年5月

水质公告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19日早上，新湾宏图小
学北侧的一座小桥上，因电动车失
控，一名中年女子连人带车落入河
中，万幸的是依靠浮力侧躺，半边脸
朝下勉强漂浮在水面。

这时，刚刚通宵值完班正驾车回
家的市北派出所合成作战辅警童利
云途经此地，隐约听到女子呼救声。
循声看去，发现桥边一名老师傅正拿
着竹竿和绳子往河里拨弄，旁边几名
男女神情焦急地向下张望。

童利云马上靠边停车，跑到河
边后迅速脱下鞋子和外裤，越过河边
护栏纵身跳入水中，河水一下没过脖
颈，他奋力向河中央的女子游去。

游到女子身边，因为河水湍急，
童利云几次尝试才抓住女子，他右手
挽住女子腰部，奋力向岸边游去。

因落水女子体型较胖且已没有
意识，衣服被河水浸湿更添重量，年
近半百的童利云在途中呼吸困难，有
些体力不支，但他咬紧牙关坚持游回
岸边。

童利云想把女子送上岸，却发现

河岸与水面高度落差将近2米，他只
能拽住女子沿着河岸向落差较浅处
一步步挪动，艰难移动约8米后终于
抵达目的地，他奋力用双手将女子向
上推举，岸边群众合力将落水女子救
上岸。

童利云上岸后已经疲惫不堪，但
继续指导热心群众对落水女子进行
简易急救，女子慢慢恢复了意识。见
女子情况好转，且现场已有热心群众
拨打了110、120，童利云这才放下心
来，带着湿透的衣物默默离开现场。

在救人过程中，童利云左大腿处
肌肉拉伤，手臂和腿部有多处擦伤，
面对家人的疑问，他只是应付过去，
并未透露自己救人的事情。

第二天上班，童利云依然担心女
子后续状况，于是在单位查看监控了
解出事现场情况，同事见状询问，童
利云这才透露当天救人的事迹。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当天9时15
分许，落水女子骑电动车沿着宏新村
村道直行，临近宏图小学北侧小桥时
突然偏离方向，径直冲下了河道。

事后了解到，女子被送医救治
后，目前已无大碍。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钱宽

本报讯 刚刚喝了酒，母亲却意
外受伤，作为儿子该怎么办？近日，
萧山交警在执勤时查获一起孝顺儿
子酒后驾车急送母亲就医的违法行
为。交警在了解情况后，立即代为驾
车将驾驶员母亲送至医院就医，事后
再对驾驶员进行相应处罚。

事发当天下午，交警瓜沥执勤中
队警力在瓜沥镇人民路与红友桥路
路口附近地段执勤，对酒驾开展整
治，一辆白色小型客车进入执勤交警
视线。

交警对车主进行例行检查时，驾
驶员却并没有停车的意思，而是心急
火燎地对交警说：“受伤了！受伤
了！有病人！”

执勤交警立即将车拦停，责令其
配合接受检查，通过“红蜻蜓”（酒精
快速检测棒）检测，显示驾驶员可能
喝过酒。这时，驾驶员再次焦急地向
交警请求，可否先帮他母亲送至医
院。执勤交警在了解情况后，让驾驶
员安心接受检查，自己则立即上车代
为驾驶，不到5分钟便将老人及驾驶
员妻子安全送到了医院。

到达医院后，执勤交警小心地搀
扶老人进了急诊室，并帮助其家属挂
好号，交待完事宜且看到老人已经得
到救治后，这才放心地回到岗位上。

驾驶员经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
示已达醉驾标准，涉嫌醉酒驾驶机动
车。交警将其带至医院进行血液酒
精检测。

经调查，驾驶员吴某，34岁，萧山
人。据吴某讲述，当天中午，他与几
个朋友在家附近饭馆吃饭，自己喝了
7两黄酒。吃完午饭后，他接到母亲
电话，称骑电动车时摔伤了。

虽然知道酒后不能开车，情急之
下，孝顺的吴某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立
即开车赶往母亲出事地。接上母亲
后，心急如焚的他急忙开车前往医
院，不料途中被执勤交警查个正着。
经检测，吴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98.1mg/100ml，属醉驾。

目前，吴某因涉嫌危险驾驶，被
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等待法院宣判。

警方提醒：

吴某在情急之下，送母亲就医的
心情可以理解，但醉酒开车上路属违
法行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不管
对其他出行者还是自己及亲属的人
身安全都很不利。

醉酒后，驾驶人的意识和行为会
变得迟缓不受控制，行驶过程中任何
意外都可能发生。不能为了救人，反
而将自己和关心的人，以及更多无辜
的路人置于危险境地。

吴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依法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
申请，这是应该受到的惩罚，希望广
大驾驶员引以为戒。

交警提醒说，面对突发情况，应
该及时拨打 110、120，切勿“铤而走
险”，要保持冷静，牢记安全第一。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吕金红

本报讯 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是我们
身边最美妙的风景。但在萧山，仍然有一
些“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他们本应
度过最无忧无虑的年华，却因父母原因和
家庭变故而无人抚养，他们不是标准意义
上的“纯孤儿”，事实上却孤苦无依。与孤
儿相比，他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难
题，急需得到关注、关爱和救助。

让困境儿童“不哭”，是家庭、政府和
社会的共同责任。5月22日，区慈善总会
举办了“保护天使”阿拉丁慈善基金百名
困境儿童资助金发放仪式 ，向百名的困境
儿童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小岚是此次受助的百名困境儿童之
一。因为要上学，她不能到现场，小姑娘

特意写了一封信让姑姑代念。小岚在信
中写道：父母离异外出不归，是爷爷奶奶
含辛茹苦将她抚养长大。爷爷一直病重
需躺在床上，因为家里实在困难，村委会
给奶奶安排了清扫村道的工作，这个家全
靠奶奶支撑着。“我很爱奶奶很爱这个家，
虽然那么艰难贫困，但有珍惜爱护我的
人，我会坚强地走下去的。”小姑娘在信里
说，对于区慈善总会和阿拉丁集团给予的
帮助，除了“感恩”，无法用其他词汇表达。

小乐是一名12岁的男孩，从小不会说
话，无法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大小便，经
医生鉴定为智力二级残疾，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小乐的爸爸今年57岁了，是一名视
力、肢体残疾人，母亲也是一名残疾人，家
庭收入非常低，平常依靠低保和一些资助
金过日子。发放资助金的当天，是村干部
代小乐一家来的。村干部说，虽然小乐一
家很不幸，但值得庆幸的是，区慈善总会
和爱心企业阿拉丁集团向这些弱势群体
伸出了援助之手，对小乐一家来说这是一
笔“及时雨”。

区慈善总会会长汪柏遂表示，关爱青

少年儿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携起手
来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更加有力的举措，
把慈善事业办成全覆盖、更规范、能持久
见效的光彩事业，发挥慈善事业在当前稳
增长、惠民生、保稳定中的积极作用，让全
区所有困境家庭充分感受来自区委、区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温暖。

据悉，这是阿拉丁控股集团在去年11
月向区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留本冠名基
金后参与的首个慈善项目，旨在积极响应
萧山区“五个一百”重点工程的号召，展开
关爱救助百名困难儿童行动。阿拉丁集
团在本次行动中共资助萧山区范围内因
家庭贫困、自身残疾或缺乏有效监护而陷
入生活、学习等困难的，且年龄在0到17
周岁未成年儿童100名，发放资助金共计
50万元。

发放仪式上，公司负责人朱明敏表
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
则国强。作为一家关注人才培养，热心慈
善事业，坚定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阿拉
丁控股集团非常荣幸能为孩子们做点事。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连日来，衙前镇
组织镇村干部和志愿
者走进各村，通过督
查组、宣传组、清扫组
对环境卫生整治进行
全域整治、全民动员、
全线推进、全面管理，
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
动。图为在项漾村开
展清扫活动。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华兴桥 摄

连日来天气晴朗，气温上升，夏日的蓝天白云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记者 丁毅 摄

爱心点亮童年 萧山百名“困境儿童”受资助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反映方千娄公共自行车棚
存在诸多问题

网友“duni”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瓜沥公共自行车方千娄站棚长期灰尘
覆盖，车子经常只有几辆，没有及时调配，
希望能好好整改。另外，人民路（方千娄
到航民村段）、东灵南路（东灵桥至低田畈
段）清扫也不干净，垃圾箱边垃圾满溢，希
望清扫到位。

瓜沥镇回复：已通知自行车公司进行
调整，并要求做好日常保洁工作。保洁站

已对网友反映位置进行了清扫。

这个路口能否设置待行区？

网友“北海道的鹿”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建设四路与金鸡路交叉口能不
能设置待行区？特别是左转车道，左转绿
灯时间很短。

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回复：该路口早
晚高峰时段，南北向左转车辆稍有排队现
象，现根据实际情况，对信号控制方案进
行适当调整，适当增加左转放行时间。后
续交警部门将会持续关注该路口的实际
通行状况，并根据该路口的实际通行需求
对该路口的信号配时及放行方案进一步
进行优化调整。

这段路井盖太多

网友“西瓜大侠”向萧山网络问政平
台反映，崇化住宅区新改建的一段50多米

的路，却有10多个井盖。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经了解得

知，崇化住宅区改造涉及的管线单位有五
家，分别涉及雨水管、污水管、华数、电力、
供水、燃气等方面，相关事宜敬请理解。

询问机场快线靖江停车场
拆迁问题

网友“wj82995580”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3月份看到过地铁公司对于靖
江停车场拆迁的回复，已过去2个月有余，
没有停车场拆迁的任何消息，能否给个准
确的拆迁时间，以便住户提前寻找租房及
房屋内有用东西的搬出。

萧山地铁公司回复：网友关心的机场
快线靖江停车场何时拆迁的问题，目前情
况是机场快线选址意见书已经省自然资
源厅批复。靖江停车场拆迁目前还未启
动，具体时间还是要以当地街道的拆迁冻
结公告为准，请咨询当地街道。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电动车失控女子坠河
通宵值班后辅警仍奋力救人

男子酒驾被查
交警当“代驾”送其母亲就医

夏日夏日““五线谱五线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