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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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86720 82733747 83862359

萧山支行营业部∶83686720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文化路支行：82721773 萧山市北支行：83815856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

交行近期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交银博享长三角价值投资
一年定开21号

交银稳享固收增强
两年定开23号

现金添利个人

沃德悦享7天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产品类型/风险

净值型理财

净值型理财

非保本浮动收益

销售时间

11月11日-
11月17日

11月10日-
11月16日

银行工作日
8:30-15:30

产品期限

1年

2年

按日计息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4.3%

业绩比较基准4.5%

最新年化收益率2.8%

最新年化收益率2.93%

起点金额

1千元

1元

1万元

1万元

11 月 17 日 8∶30- 16∶30 停越王变越一

A008线天一开G13金地天逸3#变电所G43：萧

山区北干街道金地天逸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越王变越二A014线天二开G13金地天逸5#

公变变电所G73：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地天逸及其

周边一带；8∶30-12∶30停海关A586线顺和悦府

7#公变低压分路开关：萧山区北干街道顺和悦府

二期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得力C448线

崇化35#变崇化35#变低压分路开关：萧山区城厢

街道崇化小区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沙里

吴村6#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

萧山区蜀山街道沙里吴村一带；8∶30-16∶30停南

庄王村3#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

刀：萧山区衙前镇南庄王村一带；8∶00-17∶30停

湾西A470线 32/06/05/01#杆博佳包装令克：萧

山区党湾镇浙江博佳包装；8∶30-12∶30停红界

A472线30/11#杆红界村3#变令克：萧山区党湾

镇红界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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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6日晚潮时间
23:30
23:49
01:46
危险

高潮位(米)
4.55
4.50
4.3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17日 早潮时间
11:45
12:04
13:59

高潮位(米)
3.75
3.72
3.55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李林珊

本报讯 前阵子，滨江“蟑螂垃圾
房”的新闻火遍了微信朋友圈。没想
到，新南郡社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户主陈某是孤寡老汉，一直以来
就有收集垃圾的“癖好”，每天昼伏夜
出，风雨无阻地把垃圾运回家。时间
一久，140平方米的房子里密密麻麻
地堆满了各种垃圾，连下脚的地方也
没有。

社区和物业多次上门做陈某的
思想工作，但陈某根本听不进去，依
旧我行我素。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社区书记吴华祥邀请物业工作
人员、户主所属塘里陈社区领导、辖
区片警一起开了个圆桌会议，就如何
解决陈某家垃圾堆积问题展开讨
论。近日，来自社区、物业、公安等十

几名工作人员，在户主亲属的陪同
下，敲开了陈某的家门。

推门进去，屋内堆满了各种垃
圾，纸板、泡沫箱、木板、破电风扇、旧
草席……工作人员随意打开一个纸
箱，里面爬满了蟑螂，看了令人作
呕。“脏和臭就不说了，还有各种虫子
爬来爬去，看得人头皮发麻。”

大家很快动手干起来，将垃圾一
一清理出来，装进袋里，再运到楼下
装车。经过10多个人一天的努力，两
个阳台上的垃圾被清空，房子里清出
了过道，厨房的空间也被清理出来，
社区还贴心地为陈某购置了电磁炉
和电饭煲。

接下来，社区将对陈某进行劝
导，并联合物业定期上门检查，同时
督促门卫加强监管，一旦看到陈某拖
运垃圾进社区，就及时劝阻。

■首席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今年的秋天真是难得，
差不多一个月都没有下过雨，阳光天
天在线，气温不冷不热。但是马上我
们就要告别这样平和的天气了，迎来
气温大波动，雨水也在路上，天气大
转折就要来了！

为何“晴暖”成为近期天气主
角？这是因为自11月以来海面上四
个台风频繁活动，抽掉了大量的水
汽，副热带高压也阻挡一部分，使得
进入到陆地上的暖湿气流明显不足，
再加上冷空气不作为，所以在陆地上
很难成云致雨，这就使得最近一段时
间晴暖天气“一家独大”。

这般偏暖的节奏将一直持续到
19日前后，随着暖湿气流增强，18日
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9℃，甚至逼近
30℃，中午出门将有回到夏天的感
觉。这正常吗？其实，这是冷空气在

“热身”呢。区气象台工作人员揭秘：
冷空气入侵前往往有升温过程，这在
气象学上叫“锋前增温”，增温越明

显，预示着将至的冷空气越强劲。秋
冬时节冷空气入侵是“家常便饭”，细
心的市民也许早就注意到一种“奇
特”现象，引发气温骤降的冷空气入
侵前，往往会有一个明显回暖过程。

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18日强
势回暖后，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会
大降，到20日最高气温一下子将下降
9℃左右，感觉从夏天再一把拽回秋
天。大起大落的气温最容易感冒，提
醒大家及时增减衣服。

气温大波动，在暖湿气流与冷空
气的拉拉扯扯中，19日天气由晴转
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有雨水的
身影。晴天余额不足，洗晒、游玩大
家抓紧时间。

另外，22日是“小雪”节气。一般
来说，到了这个节气，来自北方的冷
空气就会发力，带来大幅度降温。黄
河流域在“小雪”节气后开始下雪，长
江中下游也在这个节气以后陆续进
入冬季。我区一般会在“小雪”节气
后入冬，本周这股冷空气来袭，不知
道冬天会不会就此开始呢。

文/摄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邹紫

11月14日，是第14个联合国糖尿病
日，今年宣传的主题是“护士与糖尿病”。
记者从区一医院获悉，该院内分泌科一年
的门诊量为15万人次，有近80%为糖尿
病患者，其中“年轻糖人”占15%。内分泌
科主任陈军介绍，糖尿病跟患者体重、饮
食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糖尿病的管理中自
我约束管理很重要。

两名患者的亲诉
“管”与“不管”差别很大

在陈医生的诊室中，记者碰到了一位
非常有毅力的患者曹林（化名），医生看到
他最新的化验单空腹血糖5.3mmol/L、餐
后血糖8.1mmol/L结果后很是满意。陈
医生说：“指标恢复正常，药再吃段时间，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保持，用不了多
久，连降糖药都不用服用了。”

从检查出糖尿病以来，短短三个月，
曹林就通过饮食控制，结合运动稳定病
情，但是回想起之前的身体状态，他依然
心有余悸。

“今年8月，整个人感觉很累，没有力
气，而且经常出虚汗，体重也是从原来的
178斤降到了151斤，直到别人提醒‘怎么
最近看你越来越瘦了’，才感觉到自己的
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来医院一查是糖尿
病，空腹血糖已经达到了22mmol/L，整整
住了7天医院才把指标降了下来。”曹林
说，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患有糖尿病，有的
甚至出现了一些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对于
糖尿病他很上心。

出院后，曹林一改往日作息，加强运
动。“身体是革命本钱，你连身体都没有了
还怎么能好好工作，享受生活。现在，我
每天都要花近4个小时锻炼，清淡饮食，现
在指标都好了，跟正常人一样了。”曹林很
开心，这也让他有了坚持的动力。

像曹林这样配合的患者不在少数，但
是也有一些是不听话的患者，对于糖尿病
很不上心。42岁的王女士已经有了近10
年糖尿病患病史，每次来检查，陈医生都

会忍不住“生气”：“药吃准了吗？指标还
是很高，多运动，体重饮食控制一下，这样
的指标很危险。”

果不其然，因为没有按时服药，王女
士的血糖指标时好时坏，前年还患上了心
梗，花了10多万元做了心脏支架，去年又
出现了脑梗，这让王女士的身体状况逐渐
下滑。近期，又因为糖尿病指标过高而入
院治疗，躺在病床上的王女士整个人面容
憔悴，看似60岁的样子。看病已经花去了
家里所有积蓄，让整个家庭负担沉重，回
想起以前没有好好听医生的话积极配合
治疗，她很是后悔。

陈医生说：“其实糖尿病的管控，光靠
医生、药物治疗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自
我约束。”

年轻“糖人”频现
抗“糖”贵在坚持

区一医院内分泌科一年的门诊量为
15万人次，其中有近80%为糖尿病患者，
也就是说，每100个患者中有80个患糖尿
病，其中年轻“糖人”占15%。

对此，陈医生说：“目前常规体检中，
只检测空腹血糖，其实餐后血糖指标也很
重要。如果餐后血糖纳入体检，那糖尿病
的人数将大大上升。在糖尿病患者人数
中还有一部分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患

者，甚至有些肥胖儿童也伴有糖尿病。年
轻人患糖尿病主要和日常饮食、生活环
境、熬夜等因素有关，高发于超重或出现
腹型肥胖人群。”今年7月，萧山一名13岁
儿童因肥胖引发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当
时血糖检测爆表，直接显示HIGH。

生活中，许多病人毫不在乎，一点不
加干预，或认为只要服药就万事大吉，其
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医生说，糖尿病是一种生活方式疾
病，需要综合治疗，长期治疗，通过营养治
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健康教育和血糖
监测方式来进行慢病健康管理。近几年，
家庭医生的介入也让糖尿病、高血压等慢
性病得到有效监管。

陈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饮食中要控
制总热量摄入，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
合并有心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每日食盐摄
入量不超过6克。控制体重，加强锻炼，散
步、快走、慢跑都是不错选择。

此外，陈医生还提醒广大糖尿病患
者，一定要遵医嘱，坚持按时服药，加强血
糖监测，定期复查。合并高血压、高血脂
等患者应控制血压、血脂。糖尿病患者外
出时随身携带急救物品，如葡萄糖糖块、
糖果、饼干等预防低血糖的食物等。

此外，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有多种，虽
然都有降糖功效，但每位患者适合的药物
种类和剂量都不一样，切勿自行服药。

记者 靳林杰 整理

育才路上能否增设斑马线？

网友“喜欢一个人容易开口却很
难”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映：育才
路上，广泽小区北门跟星际公寓门口
能不能设置一条斑马线？这里经常

有人翻越隔离栏，严重影响行车秩
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回复：育才
路广泽小区段为双向四车道，平时流
量大、车速快，且原先有开口的时候
出现大量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存在安
全隐患，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经相关部门研究决定予以中
央隔离。

作为交管部门，首先要考虑车辆
行人的安全，希望行人不要图一时方
便置安全于不顾，这样做既影响正常
交通秩序，也对自身安全不负责任，
建议大家从附近信号灯路口通过。

近日，城厢幼儿园开元名郡分园开展“忆古今·食足大玩家——2020学年秋季运动会”，萌娃们玩转
“六艺”，忆古思今，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在有趣的比赛中体会中华文化的精彩，感受运动的快乐。

首席记者 唐柯 摄

区一医院内分泌科门诊：每100个患者中有80个患糖尿病

抗“糖”贵在坚持 自我约束管理很重要

萌娃运动会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本周最高气温逼近30℃ 冷空气紧随其后

居民捡垃圾成瘾 多部门联合上门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