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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杭州淳安千岛湖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浙江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发票代码：133011530339，发票号码：04688022- 04688041；发票代码：
133011269736，发票号码：00303526—00303550。声明作废。

2019年3月13日
淳安县新东方外语培训学校遗失淳安县民政局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法人）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127056728332K，声明
作废。 2019年3月14日

施家塘

秀水大妈来“寻宝”
近日，施家塘社区秀水大妈志

愿者队伍一早就来到初阳小区，开

启洁美家园“寻宝”之旅。

大妈们一到初阳小区，就三五

结对分散开来，带着手套、拿着夹

钳，一会爬高，一会弯腰，专门挑选

生长茂密的灌木丛根，烟头、水瓶盖

和塑料壳，大妈如同“寻宝”般，认真

仔细的查看每一处花坛，力求把每

个“宝藏”都丢入自己的垃圾袋中。

家住初阳小区的李大妈风趣地说：

“以前，这里花坛确实很脏，但自从

小区改造后，环境变整洁了，大家也

自觉了很多，现在捡垃圾要像寻宝

一样仔细才行呢！”

通讯员 洪萍

城东

来料加工开局好
位于周坑村的方女士的来料加

工点，这些天已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据方女士介绍，目前的订单都

是年前接的，现在加工点上主要从

事的是外贸雨衣的加工，从缝纫加

工到包装，都是流水作业。这些雨

衣主要销往法国等地，月产量达四

千余件。这种时间灵活，且收入固

定的工作深受村里及周围带小孩年

轻妈妈的欢迎，拓宽了农村富余劳

动力致富之路。 通讯员 王芳

记者
··

储珊
··

通讯员
···

邵玉麟
···

叶旭杰
···

看到堵住的下水管道，第一时间“撸起袖子”

铲除落叶、垃圾；针对高陡边坡，及时放置安全警

示牌；面对连绵的阴雨天气，严格落实防汛值班，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灾情……针对山区土石含水量

趋于饱和、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系数上升的严峻形

势，县保障房建设公司严阵以待。

前段时间，我县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全县防汛

减灾处于关键时刻。县保障房建设公司根据相关

文件精神，开展防汛防台检查暨隐患大排查工作，

防范化解灾害风险隐患，保障度汛安全。

该公司组织人员先后深入茶苑小区、园梦家

苑，现场查看靠山边坡,浪排线公路塌方地质灾害

点等处，详细了解各隐患点地灾防范、公路塌方抢

险施工等工作开展情况，保障市民生命健康安全。

近日，医院、司法、人社等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义诊、妇女维权咨询等活动。

记者 杨波 摄

记者
··

义永华
···

“学校终于有晚托班了，这下可

以不用翘班去接小孩了。”3月13

日，千岛湖镇第五小学正式开设了

免费的晚托班，家长胡女士打心眼

里松了口气。

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后，家长

因工作忙碌没办法接送，这个问题

让不少家长很是纠结。从这学期开

始，千岛湖镇第五小学根据市、县有

关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开展

学后托管服务，以进一步增强教育

服务功能，提升学校教育服务品质。

学后托管服务对象是在校一、

二、三年级学生，正常放学时间家长

因工作无法及时接送，学生独自回

家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学生到家后

无人监管等有刚性托管需求的学

生。学后托管服务是基础性服务工

作，主要满足对学生集中看管照顾

等基本需求。

据悉，学后托管班根据学生人

数进行编班，建立学生名册，然后落

实安排学后托管学生的活动地点和

看管教师，组织安排学生自主阅读、

自主做家庭作业，教师认真监督学

生的自主学习纪律，适时解答学生

在自主作业过程中提出的疑难问

题。学后托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从

学生放学开始至5：20（冬季），5：40

（夏季）。目前除了千岛湖镇第五小

学，全县其他非住宿小学也在陆续

开展学后托管服务。

百姓呼声

刘云海
···

去年 12 月，江苏镇江新区一幼

儿园举行了“防拐、防骗演练”，扮演

“人贩子”的家长用糖果、玩具等，20

分钟内“拐走”了46名小班学生；今

年1月，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附属

幼儿园也进行了“拐骗孩子”演习，

其中仅大班儿童不易被骗，小班儿

童几乎全部“中招”。

孩子太容易被“拐”，这个结果

无疑让园方和所有的家长震惊，甚

至有些后怕。表面看来，是这些孩

子缺乏定力，挡不住糖果、玩具的诱

惑，太容易被骗。不过，这个板子却

不能打在孩子身上。如果只是几个

人被“拐”，还可以责怪孩子，但小班

儿童几乎全部“中招”、20分钟内就

“拐走”了46名小班学生，我们的家

长 、学 校 、警 方 等 就 应 为 此 深 刻

反思。

不可否认，在当前复杂的社会

环境下，对孩子防骗防拐的教育并

不缺乏，家长可能经常会提醒孩子

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吃陌生人食

物、不跟陌生人走，学校也有不厌

其烦的相关教育，警方也会经常发

放一些宣传单，并在学校开展讲

座，等等。但是，在对这样的教育

表示肯定的同时，教育的形式与效

果也值得思考。孩子毕竟太小，灌

输式、枯燥乏味、缺乏情境的教育

必定难以奏效，只有多一些趣味

性、娱乐式、情景式的教育宣传，才

能让孩子铭记在心。比如江苏镇

江和江西宜春真实版的“拐骗演

习”就是典型的例子，相信几场这

样的“真人版”演练下来，孩子一定

会刻骨铭心了，防骗防拐的效果也

便达到了。

记者观察

记者
··

方婷婷
···

漫长的阴雨天气终于过去，太阳

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许多市民都将家

中的衣物被子搬到阳台晒一晒。但

有许多市民抱怨，雨天好不容易歇了

会儿，楼上却是滴水、落物“惊喜不

断”。

滴水落物困扰多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在现实生

活中，许多人与邻居却是交流甚少，

矛盾不少。现如今，高层住宅越来越

多，楼上楼下晾衣置物，一不小心就

会给邻里带来困扰。

家住火炉尖的赵阿姨告诉记者：

“前几天太阳很大，我早上把被子抱

到阳台上晒晒，整个人心情也好了不

少，结果等我准备去收被子的时候都

傻眼了，被子湿了一大块。我抬头一

看，竟然是楼上的住户家的衣服不脱

水直接往外晾，滴滴答答的水直往下

落。”

“我的衣服本快干了，结果出去

晒一圈更湿了。”租房子的上班族黄

晓娟也表示深受此问题困扰。周末

在家休息的她本想着趁着大好天气

晒干衣服，不曾想却被楼上的水滴

“光顾”了。

黄女士住在小区的四楼，楼上楼

下都安装了遮雨棚，但她家却未安

装。除了水滴之外，黄女士也多次遭

遇从楼上有意无意落下来的小物件，

如烟头、纸屑、果皮等。“有一次我回

到家，发现晒在外面的衣服上到处沾

满了白色的污渍，往下一看，三楼的

雨棚上全是类似于燕麦奶昔之类黏

黏的东西。”黄女士立马跑上五楼去，

想找他们讨个说法，可没想到说理不

成反倒被对方一番数落。

根治依赖提高素质

记者采访了多个小区的住户，多

数市民均表示常受这些问题困扰，但

并无解决良策。尤其在一些老旧小

区，阳台没有安装遮雨棚等设施，阳

台上总会出现掉落下来的垃圾，晴天

晒衣物时也易出现一家滴水全楼遭

殃的情况。

黄女士表示，她只能依靠自己多

长心眼。她说，自己已多次和邻居交

涉但无果，向物业投诉后，物业表示

只能陪同协调，并无切实解决办法。

小黄说，只能自己时常关注楼上的情

况，之后还打算自费加装雨棚以解决

问题。

由于并无针对性法律法规保障，

出现类似问题后，建议居民尽量自行

协调，学会换位思考，心平气和解决

问题；若双方无法解决，物业可作为

第三方从中协调，尽可能保障双方利

益；此外，也可寻求社区居委会的帮

助，但想杜绝问题仍需依赖于个人文

明素质的提升。

通讯员
···

何胤昉
···

“网络订票挺方便的”、“酒店接驳车的站点没

有标识，乘客寻找不方便”、“接驳车上的检票系统

不便捷，建议使用手持检票系统或凭身份证刷卡

上车”……近日，旅游集团经管部的小周认真整理

着135条问题和建议。这些问题和建议是集团总

部和所属企业管理层68位同事，春节假期时乘坐

体验高铁接驳车总结出来的。

自“杭黄高铁”开通以来，旅游集团客运公司

20辆“黑金刚”新能源快速专线车，往返于高铁站

和千岛湖客运总站，并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培训随

车“巴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旅游集团不断根据乘

客需求，更新业务、提升服务。先后结合高铁班

次，调整了发车时间；开通了高铁站到中心湖区旅

游码头、途经各大酒店的酒店穿梭巴士“蓝精灵”，

并由最初的2路专线车调整为3路专线车；为减

少乘客排队时间，在高铁站出站口增设取票机；春

节前抓紧时间装修好高铁站穿梭巴士的专用候车

室；为方便游客和市民出行，在出站口增加咨询点

和咨询人员等。

该公司的干部员工利用假期、周末，体验了高

铁接驳车，查问题找短板，每人都提交了至少一条

合理化建议。他们希望通过自查方式，提升服务

质量和水平，使旅客和市民“进城最后一公里”的

体验更加完美。

换位体验找问题
提出建议强服务

第五小学

开设免费晚托班了

名医（专家）服务送下乡

专家门诊一览表
（3月16日—3月19日）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滴滴答答”不应该 邻里和谐靠关怀

送知识 送服务

太容易“被拐”不能只怪孩子

社区传真

周利民

朱太平

章期生

王建军

姜仙姣

刘玉平

姚红斌

蒋 臻

邵 磊

黄健戈

汪 强

陈春华

邵晓莉

王冬英

徐东燕

消化内科

呼吸内科

感染科

肿瘤外科

妇产科

口腔科

耳鼻喉科

骨科

儿科

中医科

中医保健

心内科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

儿科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姓名 专业 职称 坐诊时间
黄健戈

汪 强

孙国栋

王新华

王学军

陈旭萍

吴伟权*

汪小生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MDT） --按需开放

范丽英

王建军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徐东燕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中医科

中医保健

心内科

骨科

胃肠外科

妇产科

消化内科

感染科

产 科

肿瘤外科

小儿性早熟、
矮小症

主任中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高危孕产妇MDT

肿瘤综合治疗MDT

主任医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星期一下午

星期二下午

周日上午

姓名 专业 职称 坐诊时间

密切关注灾害点
排查隐患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