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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 年桐庐分水第五
届大路村“丰收节”在粮油生产合
作社启动，金黄的稻穗、五彩的道
旗、飘香的瓜果……到处洋溢着
浓浓的丰收气息。国网桐庐县供
电公司红船党员服务队走进田
间，检查线路设备运行的同时，提
醒体验游的人群注意用电安全。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桐庐供电公司紧紧围
绕“为民服务解难题”目标，引导
广大党员在安全生产、电网建设、

优质服务等重点工作和任务中找
差距、抓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充
分发挥先锋作用，突出主题教育
实效，全面提升客户用电获得感。

为做好秋收期间供电保障，
桐庐供电公司组织多支红船党员
服务队深入辖区乡村街道、田间
地头，对秋收用电线路与设备开
展隐患排查，为农户们检修整改
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力器件，发放
安全用电宣传手册，讲解田间安
全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知识，确
保村民秋收满仓。

奚琪城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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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1日起90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房地产
管理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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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房地产管理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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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日前，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带
电作业技术人员在一辆形似蜘蛛
的斗臂作业车协助下，成功完成
10千伏樟莲线杆塔拆除和耐张引
线搭接工作。履带式带电作业车
（俗称“蜘蛛车”）在衢州的投用，
成功填补了衢州市复杂线路、狭
小地形下，带电作业车无法到达
作业的空白。

当天的作业现场，一台全新
的白色履带车在狭窄、坑洼的通
道中自由穿梭，在技术人员遥控
操作下，轻松地跨越田埂、沟渠和
松软的泥地，到达指定地点，迅速
从“坦克”变身成为了“钢铁蜘
蛛”。两名带电作业人员在它的
帮助下，仅用35分钟便完成了作
业任务，整个过程未影响由同一
线路供电的新兴工业园及周边居

民用电。
现场负责人叶小康介绍，“蜘

蛛车”可垂直升降、水平伸缩，并
在田埂、泥地中“行走自如”，大大
提升了带电作业应对多种复杂地
形的能力，提升了带电作业的可
靠性和便利性。

近年来，衢州供电公司以“能
带不停”的原则，大力开展带电作
业。但传统带电作业采用的绝缘
斗臂车体型庞大，在田间小路上
难以施展，限制了带电作业的推
广。为此，公司引进新型履带式
带电作业车突破复杂地形限制，
实现了配网带电作业从城市到县
域乡村的全面覆盖，拓展了衢州
带电作业范围，以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对供电保障的新要求。

吴寅府 卢奇正

“科技换钱，这样的金融支持
真给力！”绍兴一家电子科技公司
是政府高层次人才集聚“千人计
划”产业园创业创新引进项目，得
知企业有资金需求，中国银行绍兴
市分行立即上门对接，为企业量身
定制了“中银科技通宝”服务方案，
并提供了700万元的授信支持。

近年来，中行绍兴分行不断拓
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主
动探索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新模式、
新产品，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
力度。分行在信贷工厂模式基础
上，专门成立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并
在多家经营性支行挂牌“普惠金融
专业支行”。辖内营业网点均为普
惠金融基础服务网点，按照辐射范
围划分服务半径，常态化走访周边
小微企业工业园、科技园、软件园、

电商园、文创园，以及开发区、高新
区、工业园区中面向小微企业的“园
中园”。分行高度重视与经信委、科
技局、商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合作，动
态调整科技型企业目标清单，从源
头上对接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资金
需求。分行单列普惠贷款规模，开
辟审批“绿色通道”，在价格上给予
优惠，有力打破中小科技创新企业
融资难困境，支持培育了一批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除了“中银科技通宝”，分行还
有其他九大类通宝产品适用于包
括科技型企业在内的各类中小微
企业。其中，“中银税务通宝”就是
分行依据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数
据、行内结算数据等，为纳税申报
良好的小微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
信用授信，或在抵押物基础上给予

一定比例的信用放大，鼓励诚信企
业做大做强。

除在产品端快速响应、无缝对
接科技型企业的金融需求外，分行
还注重将科技力量注入民生服
务。在强有力科技保障下，分行广
泛应用智能柜台，其免填单、零盖
章、密码输入少、签名少的优势，使
得业务办理速度显著提升，厅堂服
务更加贴心周到。

近年来，中行绍兴分行还积极
响应当地政府“让信息多跑路，让
群众少奔波”的号召，大力叙做非
税电子化收缴业务，成功实现了柜
面、银联自助、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支付宝等多种缴费方式，大大
简化了缴费流程，免除了市民奔波
排队的烦恼，真正打通了金融便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 李莎

履带式绝缘斗臂车“首秀”衢城

桐庐供电桐庐供电：：田间守田间守““初心初心”” 护航丰收季护航丰收季

中行绍兴分行：普惠金融安上智慧“引擎”

领取新保险许可证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第四营业部
许可证编号:0246654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2330100803
业务范围: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财
产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27号16楼
邮政编码：310000 负责人：葛暄恺
联系电话：0571-85867697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9年10月11日

公 告
杭州鲲腾建筑有限公司：

解永成工伤认定案已受理，现公告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
通知书》（NO:2019009号）。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依法视为
送达。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未举证的，不影响本案认定。（地址：
广西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象东新城北区，电话：0772—4352156）

象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注销公告:绍兴柯桥浩亮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起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严雪红 电话：88402216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东二
路 204号 邮编：312000 绍兴柯桥浩亮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7日
水 利 部 农 村 电 气 化 研 究 所 ( 税 号
12100000470085221X)遗失正常开具未作废
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91130，发 票 号 码
14082323，声明作废。
丽水易服家装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周文铭）各一枚，声明作废。
俞卫华、许青美遗失昌碩街道环翠西路龙山
庄园山语墅 12 幢 5 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1
份，合同编号 2018330523YS0106143，声明
作废。
胡小莉遗失嘉兴龙湖嘉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春江郦湾5楼1单元202室的购
房 发 票 一 份 ，票 号 13236944，代 码
033001800105，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悦诚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2011年
10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代码913
30212577512289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我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企业IC卡，现登报公示。

本报讯 记者胡翀 通讯员胡
筱俊、金剑科报道“失而复得见
真情，公安警察为百姓，退休老人
心感激……”日前，一封来自金华
74岁老人写的感谢信寄到了省
公安厅，将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
局城东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好好表
扬了一番。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王双全看完信后，作出批示：

“这就是执法为民！”
事情发生在今年9月17日，

家住金华市婺城区的老人将家中
一台闲置多年的甩干机以50元
的价格，卖给了小区内收废品的
小贩。次日下午，老人突然想起

自己曾将积攒的10余万元血汗
钱换成“硬通货”——4块中国工
商银行发行的实物黄金，藏在了
甩干机的底盘内，这下把老人急
得一下瘫坐在地。

慌乱中，老人脑海中闪过一
句话，“有困难找警察。”在家人的
陪同下，老人赶到了城东派出所
求助。

“他们不怕麻烦，不辞劳苦，
坚持帮我查看监控寻找。”老人信
中写到，民警在老人报警后接连
在监控前看了10多个小时，根据
电动三轮车的外形、车上物件的
颜色，查看到了小贩的电动三轮

车车牌，并从交警部门查到了小
贩的联系方式。通过跟小贩联
系，得知老人的旧甩干机目前在
金华郊区的一处废品收购站。之
后，在小贩的带领下，老人顺利找
到了那台甩干机，并成功取回了
4块黄金，每块净重100克。

“办好民生‘小事’，无论是找
回一部丢失的旧手机，还是帮助
意外走失的老人回家，都要用心、
用情。”近年来，城东派出所建立
落实“马上办”工作机制，对百姓
反映的每一起小案（事）件都及时
做细做实，辖区老百姓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新华社南京11月7日电“保
持理性消费，坚持‘鞋穿不炒’。”南
京市公安局6日发布三起诈骗案
例，详解其中套路，提醒球鞋收藏

“发烧友”警惕“炒鞋热”背后的陷
阱。

近来，一波“炒鞋热”汹涌来袭，
各种限量款、联名款、最新款球鞋

“炒”出天价，一双鞋动辄几千甚至
上万元。在“买到即是赚到”的诱惑
下，不少人不顾风险跃跃欲试，却不
知一些不法分子早已设好各种套
路，正等着他们掉进陷阱。对此，南
京市公安局6日发布三起案例，警
示“炒鞋热”背后暗藏的风险。

案例一：在南京江宁上学的学
生卢某，是一名狂热的球鞋收藏

“发烧友”。今年3月初加入一个
限量版球鞋销售交流群。群内网
友活跃，很多人都向群主买了鞋，
还表示收到货，经鉴定确认为正
品。于是卢某也放下戒备心，3个
月内累计汇给对方38万元买鞋。
不想只有前两单收到鞋，之后对方
以海关检查等各种理由推迟发货，
最后干脆将其“拉黑”。

案例二：在校大学生小吴，在
赚大钱的诱惑下轻信微信朋友圈
的广告，意图通过在海外留学的

“ 中 国 留 学 生 ”代 购 5 双 AIR
JORDAN一代球鞋，结果却被以
各种借口骗走定金、支付款、垫付
款共计2.7万元。

案例三：南京市栖霞区居民小

王酷爱打篮球，同时也是一名篮球
鞋收藏“发烧友”，有自己钟爱的品
牌。不久前，他浏览网帖，看到有人
发帖说囤有他心仪的品牌篮球鞋，
决心先入手一双，如果没问题，再囤
几双，大赚一笔。不想，对方收了
1000多元定金后，再没了回音。

办案民警说，第一个案例中，
那些“活跃的网友”其实是“水
军”。他们会组建若干个“炒鞋
群”，每天发布“炒鞋”拿货成功的

“讯息”，对新入群的“小白”进行洗
脑。第二个案例中，那个“海外留
学生”压根就不在国外，并通过一
人“分饰多角”的方式，先后扮演

“留学生”“美国发货人”“垫款人”，
逐步打消受害人的疑虑。第三个
案例则相对直接，就是利用“发烧
友”急切心理实施诈骗。“炒鞋热”
还催生了一系列乱象，比如球鞋抢
票软件、球鞋内幕交易、假鞋产业
等等。

南京警方提醒，“炒鞋”本质上
是一种饥饿营销，背后暗藏套路，
有推波助澜的“庄家”，有风口浪尖
捞油水的“散户”，有套路高深的

“骗子”，最后骗的都是不懂装懂的
“萌新”。这与之前“炒普洱”“炒黄
梨木”等骗局类似。

南京警方呼吁广大消费者保
持理性消费，坚持“鞋穿不炒”，让
球鞋回归其本来的价值，并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球鞋，切莫投机，小心
成为他人收割的“韭菜”。

近日，众多候鸟在玉环漩门湾国
家湿地公园的水面上游水嬉戏。当
下，绿头鸭、鸬鹚、斑嘴鸭、赤颈鸭等
上千只越冬候鸟抵达玉环漩门湾国
家湿地公园。

据了解，2010 年至今，该湿地
公园已连续 10 年成为候鸟栖息或
过境的重要区域，每年来此越冬的
候鸟约上万只。

通讯员周学军 摄

候鸟“天堂”

本报讯 通讯员董娜、黄芳、李
军报道 近日，宁波鄞州区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徐斌出现在鄞州区行
政服务中心服务大厅，他有一个特
殊的任务：“找茬”。在来之前，他
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这次要找的
是和应急管理局业务有相当关联
度的市场监管局的“茬”，不过这个

“茬”可不好找。
徐斌跟随一名群众来到市场

监管局窗口办理企业开办事项，只
跑了1个窗口，花了不到60分钟
即办理完毕，非常快捷。徐斌又随
机和几名群众一起办理了企业注
销、医疗器械备案等审批事项，全
流程走下来，发现窗口工作人员业
务熟练、流程顺畅，看起来似乎无

“茬”可找，但凭着职业的敏感，徐
斌还是发现了一个“漏洞”：没有一
名窗口工作人员向经办企业普及
安全生产知识，窗口台面也没有任
何安全生产知识宣传资料。同时，
在和办事群众交流过程中，徐斌发
现，企业法人的安全生产意识普遍
比较欠缺，安全这根弦亟待绷紧。

“企业安全生产重于山，不仅
危化品企业需要重视安全生产，普
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要重视。
作为政府部门，我们责无旁贷，要
帮助企业把好这一关。”徐斌说。

找到了这个“茬”，当天下午，

应急管理局和市场监管局立即进
行了联动对接，从机制建设入手，
企业申请营业执照时，由市场监管
局以书面形式告知企业应当履行
安全生产工作的法定职责和义务，
确保企业在经营存续期间按标准
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另外，应急管
理局将安全生产手册放置在市场
监管局窗口，方便群众取阅。

为践行主题教育，切实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鄞州区行政
服务中心近日在36家进驻单位窗
口开展“局长找茬”行动。各部门
负责人带着“挑刺”的眼光，通过自
己实际办理窗口业务或跟随群众
体验窗口服务的方式，查找行政审
批流程是否顺畅、审批平台是否高
效、服务方式是否到位，并着手整
改落实，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
深推进。鄞州区审管办主任李春
丽说：“从‘局长坐班’到‘局长找
茬’，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刀刃向
内、自我革新，让政府有为、企业有
利、群众受益。”

截至目前，共有10个部门的
26名相关负责人参与“找茬”行动，
累计“找茬”12件，解决落实9件。
对于不能即刻解决的事项，鄞州区
审管办建立牵头督办机制，联合相
关审批部门分阶段、分步骤解决，
力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推进

局长到窗口
蹲点“找茬”

50元卖掉的甩干机藏4块金砖
金华民警仅用10多个小时帮失物老人追回

被追回的4块黄金，每块重100克。

公安部门提醒：

“炒鞋热”暗藏陷阱

（上接第1版）
原来当天早上，就有人在群里“卖楼”了，

“大家都专注于互点助力，忽略了这个信息，
‘黄牛’明码标价5元100层，需提前预约。”

此后，又有一个叫“50级大佬”的群友呼
喊：“专业帮你偷掉对面楼，600层仅需20元。”

不仅是微信群，闲鱼上也出现了不少“盖
楼助力”的卖家信息。笔者在闲鱼上搜索“盖
楼”，立刻跳出来一串“卖楼层”的信息：打包每
层0.05元，晚上9点以后打包加急，不打包单
层0.07元；95层只卖3.6元，先到先得；453层，
仅卖16元……

笔者算了一下，按照453层16元的价格计
算，助力6次，一天便可赚96元。“奖池里才111
元，盖楼还没卖楼赚的钱多。”严女士表示，难怪
群里互助的热情没前几天高了，大家都开始“吝
啬”手里的次数，“原来猫腻藏在这里啊。”

看到对手的楼层在一点点逼近，不得已，
严女士在闲鱼上下了一个加急单，并将队伍名
称改为“强迫我们花钱”。

当晚 10 点，赛事报告出炉：12899 级
VS10041级，严女士的队伍胜出。而此时，对
手队伍也改了名称，改为“太难了”。

“扣除成本，只分到了一杯奶茶钱。过程

虽然很累，但我们争的是一口气。”面对花钱赢
得的成果，严女士倒是一副越战越勇的样子。

游戏有点变味

除了在“黄牛”处买楼，笔者发现，今年淘
宝官方也推出了一个花钱助力的方式：队友发
出助力链接，参与者点击后可以获得津贴。

和前几届集福、“叠猫猫”等活动相比，今年
淘宝“双11”推出了“开喵铺”和“盖楼大挑战”
活动，通过分享、点击店铺链接等方式获得喵
币，升级自己的喵铺，同时组队和随机分配的队
伍竞争，比赛谁盖的楼高，获胜队会获得红包。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比赛，严女士表示，毕竟
是团队比赛，总不能拖大家后腿，“未来我要改
变作战方针，白天不动，迷惑对方，晚上再发起
盖楼。”不过，她也坦言，这种发链接要求助力的
方式会打扰到朋友，自己都觉得有点扰民。

另外，盖楼游戏中，淘宝88VIP会员可以
多助力5层，不少“黄牛”都表示自己是88VIP
会员。笔者与其中一名“黄牛”取得了联系，对
方称，会员卖楼十分吃香，且都是真人助力。
但具体如何操作，对方不愿回答。

对此，严女士也调侃道：“看来这个游戏也
给淘宝带来不少88VIP会员吧。”

双11“盖楼”游戏
盖出不少“卖楼”黄牛

一颗初心“谱”大爱
（上接第1版）
治疗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

要不断把骨头打断再重生。“雅
姐，我很痛！”躺在病床上，小枫常
会呻吟着给楼雅佳打电话。“小
枫，乖！听医生的话，很快就会好
的！”拿着电话的楼雅佳安慰着小
枫，已是泣不成声。

2008年5月8日，挂念小枫
的楼雅佳赶到北京，在病床边陪
了三天四夜，给小枫端茶递水、擦
拭身体、买好吃的、聊天陪护。

“雅姐，我的病治不好怎么
办？”小枫常会担心以后的生活。

“治不好，我就陪你一辈子！”
楼雅佳的回答，使小枫咬着牙坚
持了下来。最终，经过444天的
治疗，小枫康复了。

小枫一直记得楼雅佳的好，
确定姓氏时，按规定要从百家姓
里选，但小枫死活不肯，非要跟着
楼雅佳姓“楼”，老院长拗不过，随
了她。

如今，小枫有了工作，也结婚
成了家。“我生活中的每一步，都
是雅姐陪伴着走过的。”

前不久，小枫生了孩子，楼雅
佳去看望。

“以后，孩子就叫你外婆。”
“你叫我姐，孩子叫我外婆，

差着辈分呢！”
“我不管，反正就是叫外婆。”
两人相视大笑。
翻看着微信群，楼雅佳有说

不完的话：这个小时候特别调皮，
长大后又特别乖，现在在成都工
作，结了婚、买了房，去年还邀请
我们一家人去过年呢；这个学习
很好，毕业后找到了工作，也成了
家；这个长得漂亮，被国外的爱心
人士收养了，现在会说一口流利

的英语……
“我的幸福很简单，就是守护

他们一生。”楼雅佳说。

“我会一直干下去”
一份真情诠释人间大爱

2001年，楼雅佳结婚，福利院
的孩子们闹着要去道贺。婚房里
摆满了孩子们送的贺礼，有手工
卡片，有泥塑小人，有自制彩带，
可爱极了。从那时起，无论搬到
哪里，房子是大是小，楼雅佳都会
留一间空房，供孩子们回“家”住。

2013年，已成为莲都区福利
院副院长的楼雅佳面临新选择
——到正在筹建的丽水市万地爱
心儿童福利院，当一名普通员工。

“雅佳只有一个要求，把莲都

区福利院的40多个孩子，一并带
到市儿童福利院。”市民政局副调
研员周利平是市儿童福利院前任
院长，接纳了楼雅佳和40多个孤
残孩子，并向全市各县（市、区）福
利院的孤残儿童打开了院门。

楼雅佳到市儿童福利院后，
接到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省民
政厅“添翼计划”项目试点。所谓

“添翼计划”，就是针对贫困家庭
的残疾儿童开展集中养育康复。

“这是一条新路子，没有经验
可循，我作为项目直接负责人，也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楼雅佳
说。

景宁鸬鹚乡的季小芬和女儿
小晟晟就是“添翼计划”的受益
者。当时，楼雅佳到景宁去了解

情况，看到脑瘫的小晟晟，一把抱
在怀里。2015年5月8日，楼雅
佳把小晟晟带到“添翼计划”首期
康复班，给从未走出大山的季小
芬找了份工作。

“妈！”有一天，在福利院当上
保育员的季小芬，听到女儿喊了
第一声妈，高兴地哭着满院子找
楼雅佳，告诉她这个喜讯。

如今，“添翼计划”已开展14
期，受益儿童327人次，“丽水经
验”在全省乃至全国声名远播，引
来各地同行学习、复制。

今年8月，楼雅佳又带领市
儿童福利院，率先探索开展全国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目
前已收养 3个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我给孩子们的爱，是我自己
的，更是党和国家的，我会一直这
样干下去。我想这就是我的初
心。”楼雅佳说。

话很平凡，但，她很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