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空气11日夜间抵达 12日起最高气温降到21~23℃

本周天气阴天居多气温逐步下降

北京时间 9月 27日消息，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
9月 28日在国家网球中心正式开赛。10月 3日-4
日，“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中信银行
2019年青少年网球巡回赛（CTJ-A900）”全国总决赛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K区举行，并将决出四个组别的
全国总冠军。

今年是第十六届中国网球公开赛，该赛事已经从
一个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际顶级赛事，中信银行继续
以钻石赞助商身份鼎力支持该项赛事。作为连续十
三年的主赞助商，中信银行每年都在现场组织丰富多
彩的互动活动，并为到场观众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致力于打造“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
有尊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聚焦社会需求，
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中国网球事业、关注中国青少年
网球运动的发展，正是对这一愿景的践行。2018年
起，中信银行冠名赞助了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和ACE
球计划，为广大青少年球员提供锻炼成长的平台，支
持优秀青少年网球运动员的发展。今年5月至9月，
中信银行青少年网球巡回赛（CTJ-A900）赛事已在
广州、深圳、南京、上海、太原、石家庄、昆明、成都、郑
州、北京 10个城市举办了分站赛，近千名选手参与
比赛。分站赛期间还举办了针对零基础孩子的“网
球亲子嘉年华”活动，全家齐动员，共同接触网球、爱
上网球。10月 3日-4日，全国十站分站赛晋级的选
手将争夺2019年中信银行青巡赛全国总冠军头衔。

作为网球比赛中最令人兴奋的得分方式，ACE
球常常会将比赛推向高潮。在 2019年中国网球公
开赛正赛期间，所有单打球员只要发出 400记ACE
球，中信银行将资助青巡赛四名全国总冠军免费参
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特训营，包含澳网观赛、网球
训练营、城市游览等国际交流项目。

赛事期间，中信银行在现场主展馆推出“决战
ACE球”趣味挑战游戏、明星签名珍品鉴赏等特色活
动。10月2日、3日、4日，中信银行主展馆还将举办
三场球星签名活动，中信银行客户可在主展馆内免
费享用饮料、小食。

除了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中信银行在中国网球
公开赛现场设置了4个ACE球合影墙和客户服务亭，
现场提供开立借记卡、信用卡 e秒开卡、ATM机存取
款等金融服务，为现场观众和商户提供便利。中信银
行还为VIP观众定制了中式折扇和披肩绒毯，钻石球
场包厢区的观众将享受到“晴享清凉，夜拥温度”的舒
适观赛体验。赛会结束后，清洗后的绒毯将捐献给偏
远地区有需要的人群，把温度传递下去。

“信守温度，由爱而发”，中信银行志在打造“有
温度的”银行，并将这一品牌理念内嵌到零售银行各
个产品线中，让柜台服务、贵宾服务、私人银行服务
和手机银行、信贷服务、支付结算、信用卡、财富管
理、出国金融等产品在“信守温度”的品牌主张下，焕
发新鲜活力。

信守温度 由爱而发
中信银行邀您共享2019中网精彩之旅

余杭区扬尘污染举报情况通报 （9.16-10.6）

自9月16日开展扬尘治理专项行动以来至10月
6日，共收到举报 58件，属于有奖举报范畴的共 25
件。其中，微信举报 33件，电话举报 21件，其他渠道
4件。各信访件按污染来源划分：建设工程 37件，各
类堆场14件，拆除工程6件，移动源1件。按镇街（平
台）、交办单位划分情况分别详见表1、表2。

表1 各镇街（平台）接收举报件分类汇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属地镇街

东湖街道

余杭街道

仁和街道

闲林街道

临平街道

崇贤街道

南苑街道

仓前街道

塘栖镇

未来科技城

星桥街道

中泰街道

径山镇

瓶窑镇

接收数
（件）

14
8
8
5
4
3
3
3
2
2
1
1
1
1
56

办理情况（件）

在办件

14
8
8
5
4
3
3
3
2
2
1
1
1
1

反馈件

14
8
8
5
4
3
3
3
2
2
1
1
1
1

信访占全
区比例（%）

/

表2 区级部门举报办理情况一览

说明：投诉内容相同的举报件累计统计。

序号

1
2
3
4
5

区级部门

区城管局

区住建局

市生态环境局
余杭分局

区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
余杭分局

主办件数

1
0
1
0
1

协办件数

48
20
9
10
0

合计

49
20
10
10
1

说明：同一信访件可能交办给多个部门。
目前我区有奖举报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各位

市民朋友如遇到身边的扬尘污染问题，可通过以下
途径举报，举报内容属实的实名举报者有机会获得
100元话费。

（一）电话举报：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开通扬
尘污染举报热线 86245678，活动期间每日 8:00至
18:00受理。

（二）网络举报：关注
“余杭生态环境”微信公
众号——点击进入“微服
务”——“扬尘举报专用
通道”，24小时开通。

杭州市余杭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0月9日

24.14
13.79
13.79
8.62
6.90
5.17
5.17
5.17
3.45
3.45
1.72
1.72
1.7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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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和家人失散如今已27岁的小女儿 14岁走丢离家12载的幺儿

“数据比对”让他们重回亲人怀抱
今年第13、14期

国债（电子式）明日开售

本报讯 （记者 凌怡 通讯员 楼建
明）今年第 13、14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将
于明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
种，最大发行量总额为300亿元。其中，3年
期票面年利率为4.0%；5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4.27%。两期国债均发行至 10月 19日结
束。

公告日至发行前一日，如遇中国人民
银行调整3年期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两
期国债（电子式）取消发行，发行期内，如遇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 3年期金融机构存款基
准利率，两期国债从调息之日起停止发行，
未售出发行额度由财政部收回注销。

余杭区辖内承销银行共有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 22
家，投资者可从承销银行营业网点的柜台
购买，也可以通过其网上银行进行购买。

崇贤街道总工会
启动女职工读书沙龙

本报讯（记者 周铭 通讯员 朱凌昀）
近日，崇贤街道总工会女职工第一期读书沙
龙活动在向阳村委启动，内容包括赠书、阅
读、赠花、制作手磨咖啡等。

此次沙龙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展开。街道希望引导广大女职工在读书学
习中提高政治素质，升华思想境界，优化知
识结构，增强实际本领，提升履职能力，争做
新时代知识型、智慧型、学习型优秀女性。

女职工读书沙龙活动是崇贤街道总工
会今年新推出的一项服务职工的活动，计划
每年举办两期，今年第二期将在 10月底举
办。

共叙家乡情共商家乡事

仁和街道
召开乡贤恳谈会

本报讯（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
孝）淡淡咸茶香，浓浓桑梓情。近日，仁和
街道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
间召开乡贤恳谈会，近 30位乡贤齐聚一堂
共话仁和发展成就，并为“三个全域”建设、

“智造新区 风景仁和”建设等中心工作建
言献策。

恳谈会上，乡贤们听取了仁和街道、钱
江经济开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
立足自身所在的行业和领域踊跃发言，就
发展家乡经济、破解发展瓶颈等热点问题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乡贤提到，希
望街道能够进一步加大庭院整治力度，提
高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同时也注重乡村产
业统筹规划，提升村庄经济发展力度。也
有乡贤表示，街道和开发区在做好总体规
划先行的同时，需要做好专项旅游、实体经
济等产业规划；打造好美丽乡村，“栽好梧
桐树引来金凤凰”；进一步提炼仁和文化，
优化仁和人文环境，让仁和的优势更优
越。还有乡贤建议加快东西大道提升改造
项目进度，完善道路交通标志标识，构建好

“平安仁和”大格局。
仁和街道主要负责人感谢乡贤们情系

家乡，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同时表示街
道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广大乡贤和各
界人士投身家乡建设，助力余杭“中部兴
盛”。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林玲
钱俊）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台州三门的
郑丹丹和母亲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杭州
第一社会福利院，同样满怀期待赶来余杭
的，还有贵州凯里的尚易祥和龙月芝夫妇，
他们，即将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就在前
几天，他们分别接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电话
——“你家中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了，他们
都在余杭。”

“妹妹出生于 1992年，6岁那年，母亲
带着她到街上买东西，一个不注意妹妹就
不见了。后来有目击者说，当时看见一辆
电动三轮车载着我妹妹跑没影儿了。”叙述
起当时的情景，郑丹丹仍然心有余悸。“多
年来，父母找过许多地方，无时无刻不在思

念妹妹，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在街上看到
一个流浪的女孩在乞讨，我们赶紧上前看
是不是妹妹。还有一次，河里出现一具女
尸，妈妈听到后赶紧让我带她去看，我们真
的怕那就是妹妹……”

“之前台州那边有一个寻亲群，找到我
家让我父母去采血样，将他们的生物检材
数据录入信息库。说实话，我们并没有抱
太大希望，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哪知没
过多久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说余杭公安
通过数据比对找到了妹妹。”郑丹丹说。

“亿谦喂，你还认不认得到……爸爸
嘛？”话未说完，尚易祥、龙月芝夫妇早已泪
流满面、声音哽咽，他们见到了失散 12年
的小儿子。“我这个幺儿脑瓜不得行，读书

不行，2007年12月份，天已经很冷了，我这
幺儿当时 14岁，当时我和他妈妈还有他哥
哥姐姐都在义乌打工，幺儿放寒假了，就让
他叔叔带着到义乌来玩，没承想一顿饭都
没得吃就走丢咯……”尚亿谦到义乌的时
候是白天，由于当天父母还要干活，就让他
到姐姐的房间去休息，后来父母下班后发
现孩子不见了。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尚易祥和爱人坚
持找遍了整个义乌城区，脚都磨出了血
泡。“山上我们也去了，幺儿那天穿得很薄
的衣裳，我一边哭一边找，他身上又没得
钱，能去哪里？”后来他们还去找了金华电
视台登寻人启事，甚至去了央视的寻亲节
目，都没有半点消息。如今见到孩子健健

康康的，尚易祥夫妻俩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据余杭公安刑侦大队黄警官介绍，两家

人能寻回走失多年的孩子，归功于前段时间
余杭公安进行的数据比对工作。“前几天，通
过比对,我们顺利帮河南兰考的一家人找到
了孩子。”看到亲人重逢，他也红了眼眶，
深觉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黄警官告诉记
者，由于办理户籍的需要，位于仁和街道
的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将所有孩子的信
息传输给了余杭公安部门，刑侦大队将每
一名孩子的生物检材信息输入系统进行仔
细比对，希望帮助他们找到家人。该信息
库需要失踪人员的生物检材数据的同时，
也需要其直系亲属将生物检材样本进行录
入方能比对。（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数据比对”让他们找到了家

6岁被拐 失散22年的女孩14岁走丢 离家12年的男孩

（紧接第1版）通过小组讨论、大会交流等
方式，进一步深化研讨交流。普通党员层
面，以支部为单位，深入开展大讨论，同时
通过邀请辖区内乡贤学者、创客、企业家、
专家学者等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激发共鸣、
引发思考。

在检视问题过程中，我区聚焦破解乡
村振兴、企业发展、民生实事、基层治理和
基层组织建设等难题，深入查摆差距不
足。点上，依托“面对面”电视问政、区级媒
体“微建议”专栏等载体，广泛收集党员群
众意见建议。面上，用好“亲清直通车”“民
情直通车”深化调研走访，收集问题意见。
在持续推动 9个专项整治基础上，我区结
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编外用工（人员）管

理不规范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超管控
数或擅自使用编外人员、招聘流程不规范、
违规发放工资福利、实名制管理不落实、日
常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清退不合规的编外
人员，进一步强化日常管理和考核。着眼
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效落实，设立 6个正
风肃纪工作小组，构建“1+6”正风肃纪明查
暗访监督网络，督促推动各单位边学边查
边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共收集各类问题
建议604个、已协调解决598个。

突出主业 把短板补起来

推进工作、促进发展，是主题教育的落
脚点。我区坚持把主题教育与年度中心工
作紧密结合，借乘主题教育强劲东风，紧盯

制约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扬优
势、补短板，进一步推动余杭实现高质量可
持续快发展。区委深入分析余杭在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的优势和不足，
在区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正式提出了全面加
快“三个全域”建设，全力打造杭州接轨大上
海融入长三角桥头堡的决定。各地各单位
也紧密结合实际，在主题教育中进一步激发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推动建设发展。比
如，围绕打响余杭“中华文明圣地、创新活力
之区”两大品牌，良管委深入贯彻落实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导入“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理念和标准，制定实施遗址公园优化提升
方案；未来科技城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帮助企业、创客

解决实际问题，上下齐心，凝聚合力，持续放
大后“双创”活动周效应。

围绕群众“牵肠挂肚的事、满腹牢骚的
事、经常投诉的事”，特别是聚焦百姓吃穿
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持续加大十大民
生实事推进力度，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满意度。区市场监管局党委部署开
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净网行动、保健品市
场乱象、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
为等三大专项行动，让百姓吃得放心、消费
得安心；区卫健局党委以让老百姓“好看
病、看好病”为切入点，围绕社区卫生服务
站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拿出了破难的实招硬招，让老百姓真
正看到变化、感到成效。

我区高质量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文 王杨宁/
摄）“寒露”至，禅噤荷残，秋意渐浓，一再

“失约”的秋天，这周很有可能“赴约”。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的是农历七

月，代表盛夏、名叫“火”的星星开始西沉，
到了农历九月，天气很快转凉，是时候该准
备寒衣了。从 10月 5日起，全区气温逐步
下降。受周一的弱冷空气渗透影响，昨日，
临平城区白天最高气温降至 21℃，偏北风
吹到身上，可不是凉快的感觉了。

虽然明后两天气温回升，全区大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28~32℃，但是本周第二轮冷
空气已蓄势待发，预计11日夜里抵达我区，
12日起气温下降，全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降至 21~23℃，偏北风 4-5级。随着气温
明显下滑，杭州市气象台预计，12日起，杭
州将有可能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

芒草

落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