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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陶
蕾）微信是目前最流行的网上社交平台
之一，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会带来
法律上的风险：微信群里传播不实的言
论，如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要受到法
律的制裁。陈某就因为这一举动，被告上
了法庭。

李某是杭州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
是该公司的股东。陈某原是该公司员工，
于2017年11月离职。因心生嫌隙，陈某
委托公众号“E厨房”的运行者撰写标题为

“曝光某公司李某恶意欠薪、挪用国家补
助金、公私不分、引诱不知情人士做假账
等恶劣行为”等文章，并提供文章的部分
截图等素材。文章撰写完成、陈某审阅

后，于2018年1月在“A中心”“B团队”
“C线上团队”“D群”4个微信群转发。在
微信群“B团队”，陈某转发上述文章内容
后，很快又删除了，但群内成员章某、赵某
都证实有读到过陈某转发的文章。

李某认为，陈某通过大肆捏造事实、
公然诋毁、丑化等方式，损害了自己的形
象，侵害了其名誉权，遂向余杭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要求陈某在公众号

“E厨房”、4个微信群及《钱江晚报》上公
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20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名誉
权，禁止他人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

民的名誉。社会公众享有言论自由，但应
当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法律边界。

本案中，陈某委托他人撰文，并在微
信群中转发文章，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
下，侵害了李某的名誉权，应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虽然陈某辩称其委托他人撰
写的文章内容皆是事实，不存在侵害原告
名誉权的行为，法院认为缺乏事实依据，
不予采信。

因文章现已删除，考虑到文章的传播
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法院判决陈某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李
某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查），如
不按期履行，法院将在全国发行的相关报
刊上公告判决的主要内容。

微信群里千万条 慎言守法第一条
微信言论不当也要负法律责任

在微信中发表不当、不实言
论，谣言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例子
不少。有的触犯刑律，遭受牢狱
之灾；有的触犯民法总则、侵权责
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被
采取行政拘留、要求赔礼道歉等
措施。

大家在使用微信时，不能突
破法律底线，不要逞一时之气，侵
害国家、集体利益及他人的合法
权益。

法官提醒

“检察蓝”守护
校园周边“红线”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余检）“路
过这家店，总要拉着孩子快走两步，怕他看见。”
日前，一则学校附近开设成人情趣用品商店的
新闻引起家长热议。区检察院高度重视，与市
场监管、城管部门迅速联动展开调查。

据了解，该店开在新洲路上，从新洲路向南
转弯到顺达路，有临平第三小学、临平街道中心
幼儿园和临平第五中学三所学校。“一定要守住
校园周边‘红线’。”区检察院与相关部门联合调
查发现，这家店还存在店招店牌未依法备案等
违法行为。现场，执法人员进行核查并劝导店
家搬离学校附近，经释法说理和积极劝导，店家
承诺将店关停。目前，该成人用品店已关停，店
招店牌被拆除，其个体营业执照也已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
六条规定：中小学校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歌
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
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海关开通绿色通道
塘栖枇杷“飞”新加坡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前日，塘栖一批
12箱的枇杷顺利出口至新加坡。由于保鲜时
间极短，过去很少有企业尝试将枇杷销往国
外。“枇杷出口最重要的是时间，我们提供了24
小时预约服务，压缩放行时间，最大限度保障
枇杷新鲜度。”钱江海关余杭办事处查检科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我们还担心手续太繁琐、时间花费
太久，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塘栖顺帆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国顺说，他切实感受到
了海关各项便利化措施给企业带来的方便和
实惠。

据介绍，钱江海关余杭办事处主动收集新
加坡相关标准和法规，指导企业建立质量安全
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出口枇杷符合新加坡标
准，还加强对注册包装厂及果园的日常监管，
检查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强化企业自检
自控意识，落实无纸化申报、审单放行等一系
列便利化措施，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

干好“一三五”深化“三服务”

详情请咨询工行各网点：
余杭支行86226310 塘栖支行86374526 临北支行86212210 东湖支行89286537
临平新城支行86225100 崇贤支行89350088 星桥支行89185131 乔司支行86225635
临平支行86225784 余杭开发区支行89276826

产品代码 期限（天） 购买起点（万） 业绩比较基准（年化） 募集期
1、经典期次产品

2、资管新规产品

3、工银安盛财富传承产品

工银理财行第二期

CFXT9061
CFXT9098
CFXT9062
CFXT9099

148
296
166
368

5
5
5
5

4.00%
4.08%
4.00%
4.08%

6.11-6.16
6.11-6.16
6.17-6.20
6.17-6.20

产品代码 期限（天） 购买起点（万） 业绩比较基准（年化） 募集期
GS19043
GS19102
GS19101

364
729
861

1
1
1

4.10%
4.50%

4.0%-4.6%
6.10-6.16
6.10-6.16
6.17-6.24

产品

工银安盛鑫如意

产品特点
规避市场利率波动，

能充分满足客户长期资产配置和财富传承的需求

缴费期限

3/5/10/15/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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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www.hfbank.com.cn

热销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周周盈★★
月月盈★★

起息日

2017.8.23
2016.5.19

产品到期日

2020.8.26以自然周为投资周期

每月15号开放申购/赎回
（遇节假日顺延）

天数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认购起点

1万
1万

参考年化收益率

净值型上期年化收益率为4.2855%
净值型上期年化收益率为4.5121%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不同理财产品风险，以当期说明书为准。

财富咨询电话：89283369 86206111
个贷咨询电话：89286150 89280019
地址：恒丰银行杭州余杭支行 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401号

扫码
关注了解
实时信息

产品名称

恒梦钱包

丰利系列★★

产品认购期

-

2019.6.11-2019.6.17

天数

天天理财

91天
126天
182天
182天

新客户专属
273天
364天

认购起点

首次1万

5万

参考年化收益率

3.73%
4.26%
4.29%
4.35%
4.47%

4.37%
4.39%

余杭频道(YHTV综合频道)
节目单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遥远的距离（43,44）
2019/6/20 星期四
观点致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8,9）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穿越海上丝绸之路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遥远的距离（45,46）
2019/6/21 星期五
观点致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10,11）

观点制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4,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学法看法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遥远的距离（41,42）
2019/6/19 星期三
观点致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6,7）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9/6/17 星期一
观点致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2,3）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遥远的距离（39,40）
2019/6/18 星期二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遥远的距离（47,48）
2019/6/22 星期六
观点致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12,13）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品牌余杭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铁血红安（1,2）

2019/6/23 星期日
观点致胜
电视剧：浴火重生（14,1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美丽中国乡村行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人与自然
专题栏目
电视剧:铁血红安（3,4）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2:00
22:50
23:15
备注：固定栏目 18:00余杭新闻（22：00重播)

次日白天 7:00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上接第1版）

记者实地探营文化艺术长廊

根据区政府安排，文化艺术长廊四幢
主体建筑将陆续由区住建局移交给临平
街道、区教育局、区文联等单位管理运营，
目前虽然已建成，但因还在交接、设施优
化，所以尚未对外开放。经沟通允许，记
者入得室内先一睹为快。

在木桥浜路南入口西侧，一眼看到的
就是临平第三幼儿园，四块趣石般的石墙
面很是显眼，配以木框、玻璃幕墙，玲珑而
精致。整个建筑采用白色真石漆以及竹
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保证学生安全的同
时，体现幼儿纯真、有趣的一面。记者看
到，教室、办公室、卫生间、厨房等都已装
修安排妥当，过道上室外清翠的绿意透过
每面落地玻璃窗映入眼帘，配上乳白小气
球图案的纱帘，生动有趣。

再往北就是社区戏曲交流中心，复折
屋顶的设计，朝北的木质舞台与建筑连为
一体。目前，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已经

“入驻”，一楼排练桌椅、音响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中空的屋顶上挂着六盏椭圆形灯
饰，华丽而不失优雅。二楼不仅有小百花
大讲堂、排练室等，还有可直通室外的大
露台。

穿过邱山大街，就是社区图书馆，也
是犹如群山的复折屋顶设计，叠水露台刻
画出中国传统书画山水的意境。而最东
侧的人字型折屋顶，则铺满了绿色植草，
体现了建筑的科技型以及绿色生态的理
念。一楼入室地面采用了灰色金磨石，高

端大气，室内每个转角、每处空间都是精
心设计，透露出浓浓的书卷气和艺术气
蕴。一楼有儿童阅览区，已摆满各种书
架，地面是软软的地胶板，工作人员说这
种地板不会打滑，而且一不小心摔了也不
会很痛，是专门为儿童设计；阅览区里侧
还“藏”着一个沉浸式阅读区，三面墙体和
地面都会化身为显示屏，如同VR一样，享
受身临其境阅读的滋味。二楼就是成人
的阅览区，里面同样放满了一排排的原木
色书架，虽然还未放置图书，但置身其中，

一种厚重感油然而生。
再往北就是社区艺术交流中心了，主

要出入口位于北侧与西侧。从外乍眼一
望，中庭的园林设计很是抢眼，不过入得
室内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意境，白色简洁
风才是主调，勾勒以黑色线条和灯带，不
仅看上去流畅自如，也特别适合展出各种
艺术品。一楼根据展品功能和定位设计
有不同的空间以及展板、展厅，“轻声细
语”的提醒，“陈列展示区”的指示等无不
让人感觉到贴心。二楼北侧有个管理房，
也是掌控着长廊现代化科技的“大脑中
心”。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艺术长廊建有地
下空间，设计了 158个停车位，可以有效
缓解老城停车难问题。

“等社区图书馆开放，小百花开始唱
戏，还要热闹咧。”一位市民的话道出了大
家的期盼。这里，一场全民文化享受之旅
即将开启，等一切具备揭开神秘面纱，你
一定要亲自来体验和感受一番。

一场全民文化共享之旅即将开启

社区图书馆夜景 社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南京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余杭区世纪大道176号

联系电话：86238899、89356520

南京银行未来科技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地址：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号

联系电话：88669959、88669881

产品名称

创鑫财富牛1号

理财管理计划1号

特供理财

新晋财富客户

产品期限

每月开放

每月开放

91天

91天

182天

91天

182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上期年化收益4.59%
上期年化收益4.56%
4.45%（新客户）

4.55%（新客户）

4.45%

4.55%
4.55%

投资金额起点

10万元起（高净值专享）

1万元起

5万元起（限购50万元）

100万元起（限购300万元）

20万元起（限购300万元，上月
AUM值小于20万）

300万元起
（限购600万、财私客户除外）

销售日期

6月5日
至

6月11日

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