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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劳动者，请保护好自己的职业健康
今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是我国

第18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
宣传周的主题是“职业健康保护·我行
动”。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
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
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包括
10大类、132种。职业病防治涉及广大
劳动者健康、牵连亿万家庭福祉，事关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是全民健康和全面小
康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职业病防治任重而道远

2019年，杭州市报告新发职业病病

例 39 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 27 例（占
69.2%）、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8例（占
20.5%）、职业性皮肤病2例（占5.1%）、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与职业性化学中毒
各1例（分别占2.6%）。根据重点职业病
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资料，2019年
杭州市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矽尘和噪
声，体检异常人群和重点职业病报告病
例主要分布在临安区、余杭区、萧山区和
富阳区等地。

制造业由于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
群基数最大，是职业病高发行业，病种以
矽肺和噪声聋为主。在采矿业，小微型
私有企业、接触矽尘的企业，职业病危害
风险大。

劳动者享有职业保护的权利

“健康66条”指出：从事有毒有害工
种的劳动者享有职业保护的权利。《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劳
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保
护劳动者免受不良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危
害，是用人单位的责任。用人单位应当
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
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
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主要保障措施包括：用人单位必须
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必须告
知劳动者其工作岗位可能存在的职业危
害；必须按照设计要求配备符合要求的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必须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的程度进行
检测、评价与管理；必须按照职业健康监
护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劳
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对由于工作造成的

健康损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应予积极
治疗和妥善安置，并给予工伤待遇。劳
动者要知晓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应有的
健康权益。

如何诊断法定职业病

因为法定职业病关系到患者的劳保
待遇、国家和企业的利益等，所以其诊断
与一般疾病的诊断有所不同，我国对此
有详细的相关规定,如法定职业病的诊
断应当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
卫生机构承担。当申请职业病诊断时，
用人单位和有关机构应当按照诊断机构
的要求，如实提供必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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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至5月1日是《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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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遗失杭州佳悦保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欧雷仕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废。

办公用房招租
萧山农资公司位于萧山

城厢街道体育路80号办公
用房4—6层3年房屋租赁权

公开招租，每层面积为260
平方米，按分层租赁，4至6
层起租价首年分别为7.3万
元、5层6.2万元、6层4.8万
元 ，（详 见 万 丰 网 www.
zjwfgroup.com），有意者请
于2020年 5月 6日 16时前
缴纳保证金 1万元/标的进
行报名。联系人：王先生
13067935767。

便民热线
房产信息

启 事
受委托，将于2020年5月 9日14:30在萧山区萧绍路425

号华田假日酒店3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以标的物现场展示为准）
1号标的：萧山开发区小商综合市场B－15，建筑面积约

69.96㎡，拍卖参考价1.8万元/首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
2号标的：萧山开发区小商综合市场B－16，建筑面积约

69.96㎡，拍卖参考价1.8万元/首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
3号标的：萧然南路51号3个车库，建筑面积约75㎡，拍卖

参考价1.62万元/首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
标的1、2用途为商业经营，标的3用途为仓库或车库；租

期5年，合同5年一签，租金每年递增3%，租金先付后用。禁
止擅自转租、分租。

二、咨询及展示：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察勘标的物。
三、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无失信记录的

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报名参加。
竟买保证金须在2020年5月8日16时前到账。（户名：浙

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行，账号：
201000005863697）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请于2020年5月8日16时前携带有
效证件到华田假日酒店3楼会议室办理报名竞买手续，报名时
收取资料费100元。

咨询电话：15868111553。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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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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 晚潮时间
17:10
17:30
19:30
危险

高潮位(米)
4.20
4.20
4.3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1日 早潮时间
04:40
04:56
06:40

高潮位(米)
4.60
4.50
4.40

萧山区党湾镇中心辅导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330109679899509E），已经萧山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萧编（2020）7号批复成建制并入杭州市萧山

区东片教育指导中心，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萧山区党湾镇中心辅导学校 2020年4月27日

拟注销公告

萧山区新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330109470455667F），已经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萧编（2020）7号批复撤销，与萧山区衙前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整合组建杭州市萧山区城东社区学
校，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
萧山区新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2020年4月26日

拟注销公告

2020年4月25日，杭州市萧山区机动车驾驶员
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020978184，
以下简称“驾驶员协会”）经会员大会一致表决通过，
由业务主管单位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审批同
意，决定注销登记。因驾驶员协会已停业达十五年，
经协会内部审计无相关民事债权债务，故特向全社

会进行公告说明。如有相关债权人对驾驶员协会享
有债权的，请与以下联系人联系，持有效证据交驾驶
员协会审核。【通讯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萧山
科创中心 C 座 10 层，联系人：高诚，联系电话：
15005810751】。特此公告

2020年4月30日

杭州市萧山区机动车驾驶员协会公告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5月1日起
5类电子数据
可作“呈堂证供”

一旦有了纠纷，留存的关
键电子证据能在诉讼过程中
起到很大作用，但想“取”它可
不容易。

记者采访湘湖公证处负
责人得知，电子证据有两个较
为明显的问题：

一是取证难，互联网信息
“即时存有，即时消失”且容
易篡改、易灭失等先天属性，
导致取证复杂等问题，还需进
一步突破相关技术难题。

二是电子证据的效力待
商榷，其权威性、时效性 、真
实性容易受到质疑。

出于以上原因，当事人以
何种方式保存、提交电子证
据，可能会对电子证据真实性
的认定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在
越来越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如
何有效收集运用电子证据，是
权利人、公证员、律师、法院都
面临的难题。

如何安全保存电子证据，
防患于未然？

对于短信和QQ、微信、
旺旺等即时聊天工具，应保存
好原始的载体，如更换手机，
应将相关内容导入新手机。
对于网页等第三方保存的电
子数据，当事人在访问截图后
应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采取
证据保全等措施保存证据；或
者可以在诉前通过公证的方
式对证据予以留存。

为破解电子数据“采信
难”，我区在电子存证方面已
提前“试水”，湘湖公证处于
2019年12月25日正式上线
电子存证平台，打造“智慧公
证”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平台开通当天，就有申请
人对网页数据进行了存证，并
申请出具公证书。

什么是电子存证？
对互联网数据及时收集

和存储，对数据的真实性、有
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即时证明
和固化，为将来可能产生的纠
纷提供证据。

“存”，解决的问题是电子
数据易丢失、易遭篡改，重在
安全性；“证”，则解决了举证
难度大问题，确保证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

目前，除了网页数据，它
还可以存证手机拍照、录音录
像等多个方面的数据。

以4月27日的一个公证
申请为例：因影视作品被某网
站擅自播放造成侵权，区内一
家影视公司申请办理保全证
据公证。通过视频录制软件，
湘湖公证处工作人员全程屏
幕录像：先确认当时的北京时
间，然后在某搜索引擎网站上
搜索涉嫌侵权的这部电影的
名称，对搜索结果内的视频进
行播放……一系列操作结束
后，保存屏幕录像。

新闻背景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修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细化了电子数据的种
类，包括5大类各种形式：

(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

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

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

等电子文件；
(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能证明案

件事实的信息。

■记者 郭庚新

林小姐以低于市场价每月800元的价格，向自称房东的王某租了一套房子，一
次性付清一年租金。没想到，王某是个假房东，正牌房东对此毫不知情。林小姐多
次联系王某要求退钱，被拒。她准备起诉对方，却发现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全
被自己删掉了，双方也没有签书面合同……这下，证据全没了，她后悔不迭。

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截至今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
达8.97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毫无疑问，我们已进入电子数据时代，而
5月1日即将施行的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明确5大类电子数据可作“呈堂证供”。

微信聊天记录两页、支付
宝记录两页、通话录音（含光
盘 及 书 面 整 理 资 料 各 一
份）……一起合同纠纷案，原
告李某提供的几份电子证据
成为胜诉关键。

李某曾为被告林某提供
快递邮寄服务，费用总计10
多万元，林某陆续支付了2万
元后，剩余 8 万多元迟迟不
付。从李某提供的聊天记录
和转账记录可以看出，每次服
务的时间地点都很明了，每笔
费用也清清楚楚。法官确认
原、被告之间的邮寄服务合同
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判决林
某支付李某快递费8万元，并
赔偿该款的利息损失。

主审法官透露，原本这个
案件，仅凭微信聊天记录难以
判定李某聊天的相对方为被
告林某。幸亏当天开庭时还
有一个案件的被告也是林某，
该案原告杨某提供的证据也
包括了微信聊天记录，且林某
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杨某提
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可
以认定该微信是林某使用。
林某作为不同案件的同一被
告，用同一个微信号和两案的
原告聊天，身份确定。

电子证据可作“呈堂证
供”，新修正的《规定》将带来
哪些影响？区法院法官进行
了解析。

5月1日起，当事人及其
他诉讼参与人以电子化方式
提交的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
经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直接
在诉讼中使用，不再需要提交
纸质原件。这样一来，大大节
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时
间成本。而按照以往模式，当
事人提交电子证据的话，需要
先截图打印后提交法院，费时
费力。从这一点来说，客观上
助推了网上立案的普及进程。

电子数据在法律上如何
定位，一度存在争论。2012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电
子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
其范围界定为“电子邮件、电
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

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
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
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等的发展，电子
数据的范围不断变化，当事人
提交电子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的情形越来越多，因此这次修
改《规定》时，增加了电子数据
的分类、真实性的认定等亟须
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认定电子证据
的真实性？如何确认电子数
据当事人身份？

法官说，当事人必须提供
原始载体，并在庭审中借助多
媒体设备出示、播放或者演
示。其中，对电子邮件要提供
来源，包括具体发件人、收件
人及邮件提供人、有关人员与
当事人的关系，提供邮件生
成、接收时间的内容。

对手机短信类证据，要摘
录说明短信内容、收发件人、
收发件时间、保存位置等信
息；手机短信已经公证的，可
以直接将公证文书作为证据
出示。法庭审查时着重于发
件人与收件人的姓名及手机
号码，短信内容是否完整，必
要时还会由电信运营商协助
进行调查。

对网页的出示，要提供网
址、访问时间，并当庭演示，指
明网页内容，并提供网页的纸
质件存档备查。

对微信、阿里旺旺等即时
通信内容，需要当庭展示聊天
记录，说明聊天参与方的昵
称、身份等，确认聊天记录的
完整性。

确认电子数据当事人的
身份同样重要——

有一些即时通信软件，如
淘宝网交易使用的“旺旺”，如
有实名制认证的可以直接予
以确定身份，无实名认证信息
的，必须通过联系电话、地址
等其他信息确定身份。

如果无法证明相关网络
账号的归属或实际使用者，则
无法确认聊天记录与案件事
实存在关联，法院无法采信。

几份电子数据成胜诉“法宝”
法官解析新规影响

电子证据 想要“取”你不容易
我区提前试水“智慧公证”

微信、微博、支付宝…
有用的聊天和转账记录都别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