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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陈伟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当天就到账，短的才十

多分钟”“下款少的几千，多的几万”

“一张身份证，撸个几万太轻松了”

……说起网贷的“好”，王晨 （化名）

简直如数家珍。他说，正因为快捷、

方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借网贷解燃

眉之急。

王晨借网贷多年。读大三时，他第

一次使用网贷，“那个时候网贷把广告

打进了学校，宿舍门下面经常被塞进各

类网贷的小卡片。”王晨说，看到身边一

些同学用网贷买了最新款手机，节假日

去各地游玩，他也好奇地去一个网贷平

台申请。

“上传了身份证、学生证的照片，然

后填了几个联系人的姓名，半个小时后

就下额度了。我一看，哇！九千多。”回

忆第一次借网贷的经历，他依旧显得有

点兴奋，“当时觉得这钱就像天上掉下

来的一样，根本没想过利息和还钱的事

情。”

拿着这笔钱，王晨买了新衣服、

无人机，还请同学们大餐一顿。几天

下来，已经所剩无几。一个月后，他

的手机上收到催款短信，这时才记起

分期三个月还款的事情。但借款 app

上显示的还款信息，让他错愕不已：

本金 11000 元，实际到账 9200 元，

每月应还 4733 元。也就是说，借

9200 元，三个月内要还的利息等各项

费用达 4999 元。

面对频繁的电话催款，王晨先拿出

了当月的 3000 元生活费，又跟好友借

了 2000 元，这才勉强还上。可后面两期

还款怎么办？在同学提醒下，他开始去

其他网贷平台申请，拆东墙补西墙，走

上了“以贷养贷”之路。如今已工作三年

的他，还有数个网贷没有还清。“一直瞒

着家人和女友，想自己捅的窟窿，自己

来补。”

如今王晨坦言，只怕还是要求助父

母，“利息越滚越多，赚的工资根本来不

及还。”他说，虽然大部分网贷合同约定

利息刚好卡在 24%、36%内，但算上中

介费、咨询费、砍头息等，实际利息翻了

不止 1 倍，甚至好几倍。比如他申请的

这几个网贷：某人贷，到账本金 10 万

元，借期 3 年，应还 17 万多；某拍贷，到

账本金 3 万元，借期 12 个月，应还 4万

多；某某信，到账本金 46000 元，借期

24个月，应还 6万多。算下来要还近 10

万元，而他一年拿到手的现金工资才十

三四万。

另一方面，最近被拒率很高。王晨

从未逾期，算是网贷中资信较好的，以

前申请五个，总有两三个会下款。可过

去三个月，他接连申请了嗨钱、51 即刻

有、钱伴、小象优品、51 人品贷、百度有

钱花等 20多个网贷，仅有两个成功下

款，而且金额才几千元。“照这样下去，

根本没钱再还旧债了。”他说。

王晨关注到，去年以来，监管机构

对网贷对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如引入

大数据征信，限制多头借贷、借贷总额；

放款方逐渐以银行、信托为主，更加准

确刻画借款人的征信画像；打击逃废

债，把网贷失信行为纳入征信。

“借网贷，来钱快，但去也快，而且

越欠越多，到最后埋单的还是自己。”王

晨告诫说，“以贷养贷”只会在无形中耗

尽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财产，也不要

再幻想借了不还，一旦纳入征信黑名

单，很长时间内无法申请房贷、车贷、信

用贷款。

网贷：以贷养贷，滚雪球式的危险游戏
———互联网贷款调查报道之二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记者从区民政局了解到，本月起，我区的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从人均每月 860 元提高到 989 元，特困（五

保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从人均每月 1591 元提高到

1734 元。

标准调整后，原来享受全额救助的低保对象，每人每月

可增加 129 元；享受差额救助的低保对象，每人每月可增

加 39 元；特困（五保供养）人员每人每月可增加基本生活

费 143元。

按照临安撤市设区三年融杭目标，今年我区低保标准

已达到杭州主城区低保标准的 95%。2020 年 7月 1日起，

将同步执行杭州主城区的低保标准。

我区再次提高低保标准
和特困供养标准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近日，区消防救援大队来到绿岛花园、城中花

园等 9 个小区，对消防车道占用堵塞、楼道堆放可燃杂物、

电动车违规停放私拉充电等情况，开展了突击检查。

在绿岛花园南区，消防通道成了“杂物间”，里面停放

着 2 辆小型载货车、4辆电瓶车、1辆电动三轮车，还有板

材、木柜、泡沫箱等废弃物。另外，通道的大门也被一把长

链条锁锁住。“一旦发生火灾，这把锁容易拖延救援时间。

而这些乱停乱堆的物品，也都将严重影响救援工作。”检查

人员说。

电动车乱停乱放乱充电也是一大隐患。在绿岛花园 19

幢 1单元的门口，2辆电瓶车并排停放，只留出一个狭窄口

子供居民进出。检查人员说：“这非常危险！”据了解，一旦

电瓶车燃烧起来，毒烟会以每秒 1 米的速度快速上窜，导

致整幢楼陷入毒烟密布的状态，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死

群伤的火灾事故。

此外，在小区内部主要路段随处可见私家车停放占用

消防车道现象。“消防车道净宽要求不小于 4米，转弯半径

不小于 9 米。”检查人员解释道，因此，私家车绝不能随意

占用小区内部道路停车，物管单位也应该在小区内部消防

通行车道、登高操作场地设置永久禁用禁占标识，以免在

消防车进场救援时成为拦路虎。

在城中花园多幢住宅楼的一楼楼道口内，检查人员发

现，几乎都停着电动车，其中有一处通道挤着十几辆电瓶

车。同时，楼道内也存在乱堆杂物的现象。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依法责令小区的物管

单位作出整改，从而规范小区内部道路车辆停放行为，加

强电瓶车管理，畅通消防安全通道。

消防突检9个小区
乱停乱占乱堵成隐患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2 日开始，小学生陆续进

入暑假模式。离开了学校，许多社区借

助青少年俱乐部这一载体，“收编”了孩

子们，组织各类实践活动帮助他们学习

和了解多种知识。没错，缤纷多彩的暑

假生活开始了。

1 日，结合浙江警察学院临安校区

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万马社

区举办“我是小警察”体验营活动。40

余名青少年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来到了浙江警察学院临安校区学习

内务———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干，还在搏

击教室进行了队列训练，并上了一堂安

全讲座。

2 日和 7 日，琴山社区分别组织了

爱眼护眼公益讲座和利用树叶制作海

报、书签活动。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

的今天，需要让孩子多接触户外，并了

解怎样保护自己的眼睛。参加的孩子表

示，暑期实践活动中正有爱眼这个类

别，社区的活动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个作

业。

7 日是小暑节气，文昌阁社区组织

的“因茶而聚，树文化自信”小暑亲子茶

会十分应景。孩子和家长在饮茶、学茶、

品茶的同时，也了解了茶文化，收获满

满。今年还是对越自卫反击保卫战 40

周年，社区请老兵陈品华为孩子们讲故

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陈品华是原南

京军区守备 25团战士，曾在中越边境

自卫反击战中被授予立三等功。

锦溪社区的系列活动则十分紧凑，

从 3 日开始，每天一个主题，分别有参

观烈士纪念馆、体验警校生活、咖啡教

室、制作环保盆栽、陶艺。这些注重实践

的活动很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比如做

咖啡的地点就在万华广场的星巴克，给

家长做一杯香香的咖啡，简直甜到了心

里。

戚家桥社区的活动安排在 7 月底

开始，为期 10 天，除了暑期安全教育、

法律知识讲座、手工课外，还会有汉字

听写大赛。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关注社区

微信，或注意小区公告。

也许有些家长还不知道身边的社

区有这么多活动。记者从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刘佳老师处了解到，早在 2013

年，我区就开始打造社区青少年俱乐

部，首批是马溪、西墅、新民里、文昌阁

社区。去年我区撤村建居，城市社区规

模达到 36个，社区青少年俱乐部也扩

面了，从 4家增至 14家。去年，各个社

区结合地方特色和社区特色，共开展俱

乐部活动 100余场。有一个好消息是，

今年新一批社区青少年俱乐部的筹建

工作即将启动，预计将有 10个以上。这

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能在

假日里就近、就便地参与社区青少年俱

乐部组织的小型多样、寓教于乐的假日

活动。

社区青少年俱乐部：暑期活动就近就便丰富多彩

近日，锦城街道 15 个社区，联合物业对小区消防、堆积

物、电瓶车充电、垃圾堆放等情况进行检查，并安排人员不间

断巡查整改，全力做好文明指数测评迎检工作。记者 陈伋 摄

通讯员 蔡何斌 许林峰

本报讯 今年，区运管处大力推进

道路运输行业“网格化”管理，以进一步

强化道路运输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最大限度地预防

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为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区运管处

大力构建全覆盖、无缝隙的安全生产网

格化管理体系，实现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分级落实及过程落实的闭环管理为行动

目标；按照“属地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

合、属地为主分级为辅”的原则，建立区

处（内置科室）、辖区站所、生产经营单位

三级安全管理网格体系的行动部署。

首先，全面覆盖，抓好节点。按照

“属地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属地为

主分级为辅”原则，建立区处、辖区科

所、生产经营单位三级安全管理网格体

系，以道路运输经营业户、辖区为单位，

建立基层网格，作为网格化管理终端节

点，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管

理网络，做到条块结合，分 15 个网格小

组，定区域、企业、人员和责任，对全区

近 100家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拥有半挂牵引车或重型

载货汽车（总质量 12 吨及以上）道路货

运企业、本行业内为工程建设运输服务

的道路货运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其次，全面查找，突出重点。本次网

格化管理检查的重点包括安全生产会

议及教育培训、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

聘用管理、应急预案及救援保障、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危货停车场地规

范等内容。在 4 月份的首轮排查中，检

查组依照要求对表逐项检查登记，形成

安全管理监督检查记录，动态监控管理

松散、安全生产会议及培训未开展不到

位、应急预案未制定、驾驶员岗前培训

未开展等共性问题，同时针对各组问题

反馈，制定了网格化检查作战图。

全力以赴，破解难点。针对不同问

题隐患，各检查组对受检企业均提出针

对性整改意见。据悉，本次网格化检查

工作开展一个月就出动执法人员 270

人次，检查、复查企业 178 家次，发现各

类问题隐患近 400 多处，完成限时整改

314 处。下一步，区运管处将持续开展

网格化检查，直至各相关问题企业各类

隐患整改完毕，不断探索建立道路运输

行业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全面覆盖 全面查找 全力以赴

区运管处“网格化”管理见成效

琴山社区组织的手工制作活动万马社区组织的“我是小警察”体验营活动

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为加强企业一线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锦南

街道“送消防送安全”进企业进车间活动日前启动。

消防队员按照车间分批分区块对企业员工进行生产车

间消防基本知识、灭火器使用、火灾逃生技能等理论知识培

训，然后进行现场消防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演练内容包括火

情报警处置、火灾逃生技能、灭火器使用等。消防队员对演

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和指正，提高了一线员工的消防

应急能力。

锦南街道开展消防安全进企业活动

遗失公告

2019 年秋季临安电大招生信息
1.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高起专：会计学行政管理法学电子商

务工商管理；
专升本：会计学行政管理法学。
学制 2.5 年。
绎“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
高起专：农村行政管理林业技术
学制 2.5 年。
2.中国人民大学
高起专:（受招生名额限制，停止招生）
专升本：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工商

管理（物流管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力
资源管理财政学法学汉语言文学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互联网营销方向）计算机科学技
术传播学公共事业管理财务管理保险学社
会工作

学制：2.5 年。
3.临安区退役士兵高等学历教育
退役一年之内的城镇自谋职业的退役

士兵和农村退役士兵，报读中国人民大学，
所有学杂费由政府全额负担，专业层次同
上。

4.大连理工大学
高起专：（受招生名额限制，先报先得，

报满即停，计划 8 月 1 日截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电力系统自动化技

术建筑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船舶工程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工商企业管
理供暖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公共事务管理
专升本：水利水电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土木工程土木工程（道桥方向）网络
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起重机械
方向）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互联网
营销方向）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建筑环
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学制 2.5 年。
5.福建师范大学
高起专：（受招生名额限制，先报先得，

报满即停，计划 8 月 1 日截止）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工商管

理会计行政管理
专升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公共事业

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体育教育法学心理学物
流管理旅游管理财务管理美术学电子信息
工程软件工程英语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历

史学图书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经济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体育学
类（体育）生物科学地理科学金融学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视觉传达与设计。

学制 2.5 年。
6.中国医科大学
中专起点专科：护理学药学。学制 3

年。
专升本：护理学药学。学制 3 年。
中专起点本科：护理学药学。学制 5

年。
招生截止时间：所有高校招生受政策

限制人满即止
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相应高校的毕

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达到授予学位标准的可获得学士学位

证书。简章备索。
咨 询 电 话 ：电 大 招 生 办 63715520

63710080 13750883177 （葛 主 任）
13868017373（黄老师）13067836669（张老
师）

报名学习地址：锦北街道临天路 2201
号（临天桥头老临中）

网址：www.latvu.net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7月 19日 07：40-11：20
马啸 V262 线 121# 杆

吕家分线开关后段

马啸村日升、湖门村冷田边马啸村吕家、马啸村方家、湖门村洪

家、马啸村陈家塘、湖门村坑口、临安市清凉峰镇马啸股份经济

合作社

钱皇铺村[对山]公变

东山村[吉祥路]公变

横岭村[周家]公变、横岭村[岭西]公变、横岭村[沈家]公变、横岭

村[许家头]公变、横岭村[郜家头]公变

停横街 V593 线硖石分

线 16+1# 杆钱皇铺村

[对山]公变令克以后

停东山村[吉祥路]公变

低压总刀闸以后

07:20-12:00

07:00-15:00

7 月 19日

7月 19日

停钱龚 V876 线芦家头

支线 35# 杆周家村分支

线开关以后

07:00-14:007 月 19日

停电通知 2019年 7月 11 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浙江千秋环保水处理有限公司遗失於潜镇北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

用 2007第 10072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