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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成立
首家学校科协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俞杰 通讯
员 张晔敏）昨天下午，余杭实验中学召
开科协成立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科协
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区
科协、区教育局、东湖街道相关领导为

“余杭实验中学科学技术协会”揭牌，这
也是全区首家学校科协，学校80名科协
会员参加了大会。

培养青少年科技素养，是实现科技
强国的教育基石。余杭实验中学根据区
教育局关于区内各校差异化办学的要
求，为彰显学校科技教育特色，为科技工
作者科技素养的全面提升搭建平台，成
立了余杭实验中学科学技术协会。

大会全票通过了《杭州市余杭实验
中学科协章程》和《选举办法》，严格按照
程序选举产生实验中学科协第一届委员
会，选举产生了 12名第一届科协委员，
袁冲当选主席，赵伟雯当选秘书长。

新当选科协主席和副主席分别在会
上作表态发言，表示会全力以赴做好科
协工作，严格按章程办事，全力服务科技
教育工作，不断激发科协会员的工作积
极性，搭好与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沟通桥
梁，及时反映教师意见和建议，解决实际
困难，宣传优秀的教师，为学校科技工作
者做好服务。

据了解，目前，余杭区共有镇街科协
20家，企业科协 18家，学校科协 1家。
区科协将围绕组织建设，强化对科技工
作者的政治思想引领，深入推进科协改
革，围绕“四服务”，重点实施科技人才凝
聚、服务创新驱动、科普品牌亮化、学会
效能建设和党建引领提升五项行动，为
全面推进“三个全域”建设，奋力开创余
杭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新局面，全力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综合 眼下，人们正在享受互联网
带来的便捷，不需要出门，只要通过手机，想
买的东西就可以如约送上门。但人们网购
的产品类别也从日常消费用品逐渐扩大到
价值更高的领域，其中包括大型家电、家具
等，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消费纠纷。

昨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
在临平银泰城内，消保委临平分会的工作人
员向消费者发放《消费维权》服务手册、知识
手册等。

“我早些时候充值绑定了共享单车，可
不但车子没有共享到，连钱也没有退回来。”
早上 10点钟，消费者宋女士来到了消费维
权咨询现场向工作人员求助，并诉说了自己
的遭遇。

宋女士说，她去年充值了298元开通共
享单车，但让她生气的是，钱付完，车子还没
有骑，打开软件再想退款却不支持了。为了
这事她也到很多地方投诉维权，但至今都没
有结果。现场，宋女士的情绪有些激动，工
作人员高新宇在听完宋女士的阐述后，一边
安慰一边耐心为宋女士分析。由于始发地
和共享单车公司注册地均不在余杭，高新宇
为宋女士提供了一些建议。听完工作人员
的建议，宋女士表示很满意，工作人员还向
宋女士普及了一些消费维权知识。

据了解，从今年的投诉情况来看，除了
常见的投诉外，汽车消费纠纷、装修纠纷、手
机投诉的量也逐渐增多。

为了让更多人提升消费者维权能力，营
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余杭区消保委在塘
栖镇、良渚街道、余杭街道等地设立了13个

消费维权现场咨询服务点。
除了设立服务点外，食药中心组织开展

了“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良渚街道逸居
城社区、行宫塘社区、南庄兜社区的消费者
代表们走进中心实验室，了解食品和农产品
的检测流程，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工作的
信心。

在崇贤上亿广场“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主题消费维权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
民发放消费维权常识、网购注意事项、老年
保健品购买陷阱等宣传手册400余份，受理

消费投诉及咨询17件。
开发区消保分会走入双林社区，紧紧围

绕“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主题开展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此外，开发区消保
分会主动对接辖区内大型消费单位的消费
维权联络站，开展消费纠纷调解指导工作，
引导企业优化纠纷自行处理通道，尽力做到
第一时间发现风险，第一时间处理纠纷，力
争做到让消费者满意。

区食安办宣传活动在新安社区举行。
工作人员组织市民观看了《食品、保健食品

防骗指南》、微电影《较量》等食品安全宣传
片，为市民详细讲解保健品典型案例，防范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知识。积
极营造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良渚市场监管所针对消费投诉集中的
行业，主要是美容美发、保健品销售行业展
开专项整治。此外，分批次约谈美容美发商
家、食品经营及生产企业负责人，宣传法律
知识，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切实保障消费者
权益。还开展了“老年人保健品进荀山”“消
费者权益保护宣传”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

物流中心消保分会现场向市民普及消
费维权知识，帮助消费者切实解决面临的难
题。活动现场，通过滚动巨大屏幕、悬挂横
幅和设立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
消费维权节日氛围。活动上共发放宣传资
料 600余份，环保袋、纸巾 400份，现场解答
消费咨询7起，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区运管处联合区汽车维驾行业协会组
织开展了以“阳光维修、品质驾培”为主题的
大型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是迎接“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为营造良好汽车消费环境，
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开展的宣传服务
活动。活动由运管处下属的 6个基层所在
当地街道社区进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设置展板、现场接受政策法律咨询、现场
受理信访投诉等方式向广大市民讲解汽修、
学驾过程中存在的各类侵权行为，同时为广
大群众提供车辆日常维护保养常识、常见故
障简易诊断排除方法、驾驶员报名培训流程
等内容介绍。

计划：
2019-03-22 08:30-17:00爱丽G069线地铁3#线5#

基建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地铁3号线基
建工地一带；09:20-16:30巧山开关站Ⅱ段尚品G837线
木塘坝闸站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
道：杭州余杭陆家桥股份经济合作社、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政府崇贤街道办事处（木塘坝闸站）、杭州中慈实业
有限公司一带。

2019-03-25 07:20-15:20大阳汽车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大阳汽车一带；08:30-17:00布艺开
关站双林G942线三圈林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
街道：双林村三凌圈、双林村一组、胡家塘村、双林村施
家河、联合玻璃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320国道
布艺路灯一带；08:40-16:40 九年 H3721 开关-九年
H3722开关，顾家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
道：顾家塘、中交公司一带；08:40-16:40孤洋H3731开
关-孤洋H3732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顺
船头一带。

2019-03-26 07:20-15:20机务三段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径山镇：长乐村大邬、长乐大坞砖瓦厂、诚
力机械公司、创耀农业开发公司、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
一带；08:30-17:00星镇G082线贾家 3组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贾家村 3组、贾家社区城中改造
基建工地一带；08:40-13:40行堂H465线陈家斗分线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行宫塘村王塘上 2、行宫
塘村王塘上、牛羊鱼农庄、行宫塘村陈家斗2、行宫塘村
陈家斗北、行宫塘村陈家斗、行宫塘村陈家斗 3一带；

13:00-17:00众望开关站 I段东湖G170线仁德分线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仁德医药厂、灵通电子有限
公司、杭州汇畅工贸有限公司一带。

2019-03-27 09:30-13:30西花开关站西景H806线
花城4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花城小
区 7号、8号公变一带；07:20-15:20麻车头村分线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麻车头村、麻车头村燕子河、
麻车头村麻车头大队、麻车头村贺龙桥一带；08:30-17:
00新万G19517开关-五航G011A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南苑街道：钱塘村6组、钱塘村7组、钱塘村8组、
振尔洋针织公司、金马工贸公司一带；08:00-12:00众望
开关站 I段东湖G170线众望公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东湖街道：都市港湾 1#、都市港湾 2#一带；13:
00-17:00众望开关站 I段东湖G170线众望 2＃专变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众望2＃（物业管理）
一带；08:20-16:30张家G222线琛龙矿产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杭州博大金刚石有限公司、杭州三
中混凝土有限公司、王塘河机埠（丁河村）一带；08:
40-13:40云峰H872线（象丁H87222开关-丁南H7080
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南峰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南峰村新农、南峰村大竹园、杭临轻轨七标基
建工地、南峰村南头、绕城西复线三标南峰村基建工
地、杭州骄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申加混凝土有限

公司余杭分公司、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杭徽九
峰管理处、杭州磊翔建材有限公司、杭州老朋友食品有
限公司、光大环保能源（杭州）有限公司一带。

2019-03-28 08:30-17:00武丘开关站北郊G107线
丘山大街 4#公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
丘山大街小区一带；10:00-16:00塘湾开关站绕东H764
线塘湾斗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小
筑小区、五常街道水泵房、余杭交通局路灯一带；08:
00-10:00七里排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漕
桥村水塔、漕桥村下街、漕桥村、漕桥村桥北、漕桥村吴
池头、前溪村石坎下、前溪村上百步、前溪村百步、前溪
村下百步、前溪村前溪村委、前溪村前溪、前溪村普家
头、前溪村委(百步排涝)、漕桥村烂料池、漕桥村祝家
头、漕桥村村委、翔源过滤机公司、径山镇政府(门前畈
排涝)、漕桥村(祝家斗 1排涝)、农林集团(祝家斗排涝)、
径山镇政府(排涝)、铖飞生态农业公司、余杭湖羊场公
司、唯康农业公司、黄泥坞、农林资产公司一带；08:
40-14:40良运H329线金家角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良渚街道：长桥老年公寓、吴家厍村安置户、吴家厍章
家门 3、吴家厍章家门 2一带；08:00-12:00众望开关站 I
段东湖G170线北沙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
湖街道：经纬大厦、丘山变电所、余杭海关、经纬物业管
理一带；08:20-16:30西山G2571开关-西山G2572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山村东山后、杭州神
鹰冷藏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恋森家纺有限公司一带；08:
20-16:30新农G2661开关-新农G2662开关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杭州欧昊莱装饰布艺有限公司、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仁和街道办事处一带。

2019-03-29 08:30-17:00北郊 G1071开关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贝林房产小区一带；08:30-17:
00冯金G906线永西5组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
街道：永西村5组一带；08:40-16:40东庄H3742开关-东
庄H374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史丹卡量
具厂、浙大方圆、港南村建设公司、刘林圩一带；08:
40-16:40北星H3712开关-北星H3713开关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凯倍科技、良渚园艺、鼎创广告、
陶家斗2、陶家斗一带；08:00-16:00富家G878线双子贤
分线 20号杆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姚家
埭村西河港、姚家埭村姚家埭、姚家埭村一带。

取消：
2019-03-21 08:50-17:30睦港G012线冯金 5组 3#

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冯金村5组一带。
2019-03-22 08:30-17:00爱丽G069线民乐分线2#

杆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民乐村 1组、民
乐村 2组、民乐村 3组、民乐村 4组、民乐铁铺埭家苑小
区、地铁3号线基建工地、天都中学基建工地、浙江永鹏
建设有限公司、民乐股份经济合作社、美超塑胶公司一
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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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招 聘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2019年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4月份综合招聘会
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
台，让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
场所，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定于 2019年 4月 10日
上午 8：40—11：30分举行现场招聘会（超峰西路 1
号区人力资源市场 3楼招聘大厅）。届时，欢迎各
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到现场招聘和应聘。

请有意参加招聘会的各用人单位积极报名。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杭州就业网的会员单位可直

接网上报名；目前还不是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
请登陆 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自助注册
会员，会员开通后即可网上报名，免费发布日常招
聘信息。

本次招聘会免费提供展位，室内招聘会的招工
简章自带，原则上尺寸统一为长 120CM *高 90CM
（横版KT板）。招聘广告内容应符合劳动法律法
规，内容表述清晰、简明扼要。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遗失启事
杭州亿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税收缴款书，号码：
433011190100001861-1862、333011190100111419，特
此声明。
遗失张国全位于乔司街道乔莫西路 158号 1幢 405房
产的契证，证号为3301252013029620，声明作废。

遗失张士兰残疾证，号码为 342128198008111927，声
明作废。
遗失曹凤仙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80627262222，
声明作废。
遗失章涵、陈耸如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
号码：233001590145，发票代码：0056087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新世纪五金机电市场章文来五金商行开户许
可证一本，核准号为：J3310043169501声明作废。
遗 失 李 君 文 残 疾 证 一 本 ，编 号 为 ：
33018420020129431233，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蔚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7XXTT9N，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16年 06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3月15日 — 3月17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血战敖伦布拉格 12:40 25元

夏目友人帐 14:20 25元

老公去哪了 18:40 30元

杭州余杭徐丽琴服装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余杭徐丽琴服装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

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9年3月16日

理财热线：89163130 89163172
余杭支行地址：临平邱山大街625号（东湖路交叉口）

近期理财信息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具体产品以说明书等产品材料为准。

光大房抵快贷全新升级，有房就能贷，贷款期限长，资料齐全三天审批
扫码在线评估，轻松出额度，贷款不再难
贷款热线：86162307、89160019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月息宝

期限

90天/180天/1年
3年

起点金额

1万
20万

年化利率

4.0%/3.9%/3.85%
4.18%

募集期

即日起-03月17日
每日均有售

风险等级

保本型

保本保息

产品名称

阳光天天购

同利计划

光银现金A
财富定向

新客专享

期限

30天/90天180天
72天

灵活存取

3个月/6个月

138天

起点金额

1万
5万
1万

100万
5万

参考年化收益

4.0%左右/4.25%左右4.35%左右

4.25%
3.75%

4.35%/4.45%
4.70%（限新客户）

募集期

工作日15:00起息

即日起-03月20日
每日09：30-15:15
即日起-03月20日
即日起-03月20日

风险等级

稳健型
非保本

浮动收益

平衡型

稳健型

存款产品

人民币理财

作废。
朱范优悦遗失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门诊收据发票两
张：2018年 1月 4日开具的编号为 3155273784，金额
1276元；2018年2月8日开具的编号为3424506321，金
额460元，特此声明。

保护消费者权益 让百姓放心消费
区消保委13个分会设立现场消费维权咨询服务点

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消费维权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