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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这个小区的技防效果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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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只高清监控专抓
“高空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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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下脏水的大伯被拍到#被风吹落的失物被找
回#一些住户的高空抛物陋习被震慑$如今搬进高层
住宅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高空抛物纠纷
也越来越多# 杭州萧山区闻堰街道的相墅花园小区
专门为此安装了 !! 只监控#用来对付%高空抛物&$
%自从这些监控投入使用以来#效果很神奇$ 不
但高空抛物者一抓一个准# 还能帮业主们找回家里
飘落的失物$ &萧山公安分局闻堰派出所副所长夏胜
明说$ 据悉#!! 只防高空抛物高清探头基本覆盖了整
个小区内所有的公共区域$ 从去年 "! 月投入运行以
来#已经解决了 "# 起由高空抛物引发的纠纷$

家住相墅花园小区某幢 6楼
的周大妈就是靠这些高清探头揪出

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小区平台里
的高空抛物监控回放，
很快锁定了目
标——
—同一幢 19楼的住户孙大伯。
民警带着周大妈去了 19楼的孙

了弄脏自家被子和香肠的人。
前几天，
正好出太阳，
周大妈就
把被子拿出来放到阳台上翻晒，
晒完
被子后，
她又把刚刚灌好的香肠也晒
到了阳台上。谁知没多久，
当大妈再
到阳台上的时候，
发现不知是谁从楼

大伯家中。一开始孙大伯矢口否认，
再三强调他从来没有泼过脏水，
并且
指责周大妈在往他身上
“泼脏水”
。
眼看着双方争执不下，民警用
手机给孙大伯播放了当时的监控视
频。看到视频上清晰记录下的全过

上泼下一盆脏水，
晒着的被子被弄得
一塌糊涂，
香肠更是没法吃了。
“谁干的呀，
太缺德了吧。”
周大
妈非常生气，拨打 110报了警。
接警后，闻堰派出所值班民警
陪着周大妈来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找
“凶手”
。

程之后，
孙大伯不再做声。
原来，住在 19楼的孙大伯当
天刚好在阳台上洗衣服，衣服洗好
后为了贪方便，
看看下面没有人，就
把一脸盆的水朝底下的绿化带里倒
了下去。洗完的衣服有些褪色，这盆
水还被染得红彤彤的，
谁知道，当天

到底是谁'泼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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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交付的，小区内有 1091户
住户，住着 5000多人，其中近千人
是外来租客，
其余是回迁户。
很多人“习惯性”
喜欢从楼上直
接把各种杂物往楼下的绿化带里
倒，
因高空抛物引发的矛盾不断，由
此引发的警情也不断。之前由于取

的风特别大，倒下去的水就顺着风
洒到了周大妈家的阳台。
经过调解，孙大伯同意赔偿周
大妈被子及香肠污损的一切费用。

既防抛物又找失物
除了可以快速找到高空抛物的
“肇事者”，这些高清监控还能帮小
区业主寻找
“失物”。
很多萧山人都爱吃萝卜干，也
有很多人喜欢亲自动手腌萝卜干。
3月 1日，
小区某幢 14楼的孙女士
就把腌制好的萝卜干装在了竹匾
里，放到阳台上晒。
相墅花园小区离钱塘江很近，
江风有时候特别大，
一个不注意，竹
匾连同里面的萝卜干一起被吹走

了。孙女士到楼下找了一遍没发现。
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监控又发
挥了作用。通过监控画面显示，
孙女
士的竹匾被整个儿吹到了七楼的胡

证难，导致个别居民抱有侥幸心理
继续乱扔东西。
萧山区公安分局闻堰派出所为
此就联合街道安装了这批监控。
“在安装这些监控的时候，我们
也考虑过安装的角度，到底是从上
往下拍，
还是平行安装，最后我们选
择了安装在底下，从下往上仰望拍

先生家……
浙江卓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相
墅花园项目经理许经理表示，小区
里面经常发生业主家里的东西被风
吹走的情况，
特别是衣服和鞋子，
自
从有了这些监控，查找失物真的方

摄，
这样设置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
了对住户隐私的侵扰。我们现在安
装的都是高清监控，
一般来说，只要
有高空抛物的现象，都可以被监控
捕捉到。”
闻堰派出所副所长夏胜明
介绍，监控从去年 12月开始投入

便了很多。

运行，到目前为止效果特别好，已经
解 决 了 16起 高 空 抛 物 引 发 的 纠
纷，
“监控更大的作用在于，对一些
有高空抛物陋习的居民，起到了一
定的震慑作用，现在很多居民更加
自觉也更加文明了。”

高清监控震慑陋习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装这批监控
的？
据了解，相墅花园是萧山区闻
堰街道内最大的安置小区，小区是

摘编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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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是怎么样的"

（1
）物业服务企业编制
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括
工程项目名称、具体部位设
施设备、工程预算资金金
额、费用分摊范围、施工单
位选择方式、施工管理方
式、工程验收方式、资金决
算方式、计划实施时间等内
容。
（2
）业主委员会就实施
方案听取业主意见，完善实
施方案；

（3
）业主委员会将实施
方案提交业主大会或者业
主小组表决通过（经专有部
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在
小区公告；
（4
）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
业、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
（5
）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使用方
案组织实施；
（6
）业主委员会依据物业服务
企业提交的物业维修、更新、改造
情况的书面报告和费用列支清单
进行审核，应当审价的，经审价后
向开户银行发出同意划转维修资
金通知。
摘编自 房可圆

业委会秘书年薪 10万？先写一篇“如何整治违建”
东湖观邸是宁波鄞州一高档小
区，2008年开盘销售，以联排、双拼

岗位给出的薪水待遇还不低，
年薪范围 6至 10万元。业委会执行
秘书工资在小区公共收入中列支，
劳动关系及社保等挂在物业公司。
入职后做什么呢？包括组织、召
集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相关会

的。第一条就是：
要有非常强的服务
意识，
甘于为全体业主服务。此外，
还
需要有较好的中文写作水平与书写
能力，
可独立完成各类电子办公文档
的制作，具有文秘、熟悉物业服务相
关流程，
有社区服务经验优先。对于

断了电话。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雷
亚东律师表示，一般来说业委会成
员本身是义务工作，
没有报酬的。这
次招聘实行薪酬制，前提是要经过
全体业主的同意。经过全体业主同

议；
负责接待来访业主咨询；收发整
理电子邮件，并在业主群看帖；参加

年龄、
性别则无具体要求。
此外，记者注意到，这次招聘还

意之后，业委会决定有偿设立秘书
岗位未尝不可。但如果该岗位人员

是“执行秘书”
，对内为全体业主服
务，对外代表业委会协调与物业管
理公司、
居委会的关系。向下倾听业

建委、街道办等上级部门组织的有
关学习；同所在街道办事处及上级
主管部门就具体问题进行沟通等十

—应聘者需写一篇
有个特殊要求——
《如何整治小区乱搭乱建之风》。
那么业委会为什么要招聘秘书？记

劳动关系及社保等挂在物业公司，
那么这个员工就属于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薪酬由物业公司出，也应该由

主的意见、
解决他们的疑难；向上受
业委会领导、对业委会负责。

方面主要内容。
当然，
对应聘者也是有一定要求

者就此事致电东湖观邸业委会叶主
任，但对方以“不方便”为由直接挂

别墅住宅为主。这两天，
关于小区业
委会开出 10万年薪招聘秘书的事
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到底什么样的人符合要求？入
职后要做些什么？从招聘网页上看，
东湖观邸小区业委会对此职位描述

2018年 3月 5日是“向雷锋同
志学习”
的第 55个纪念日，
浦东新区

弘扬雷锋精神引领志愿服务

惠南镇民乐社区结合“大调研活动”
和
“家门口服务”
要求，
以便民、
惠民，

惠南镇民乐社区始终践行着雷锋精神

不断推动社区志愿者服务，
传递正能
量为宗旨，开展“3.
5学雷锋”志愿者

色专区：
1.
宣教咨询区：民乐社区携
手惠南镇镇总工会、
妇联、
社区办、
文

驻区单位的党员志愿者和居民志愿
者们提供理发、
磨刀、
修鞋等 10余个

服务主题系列活动：弘扬雷锋精神、
引领志愿服务。
3月 2日下午，
在民乐社区听康
路和拱秀路的广场，社区志愿者、
工
作人员、
群众、学生 200多人纷纷在
“我报名、
我参与、我奉献”签名台上
签字，承诺用正义和爱心温暖社会，
贡献力量，服务社会，
营造全民参与
的良好氛围。此次活动特设的几大特

明办、
市场监督所、
卫监所等 20多个
部门进行现场宣教咨询，
共发放宣传
资料 1千余份。2.
义诊服务区：
惠南
镇民乐社区深化拓展“安居民乐城”
党建品牌项目建设，浦东医院携手
“惠南医盟”
南华医院、
眼病牙病防治
所、
妇幼保健所等盟员单位，
近 20余
名专家进大居开展医疗保健、
健康宣
教等义诊活动。3.
爱心便民区：
辖区、

爱心便民公益服务项目，
帮助居民小
修小补 300余件，居民群众满意度
爆棚，
拍手称好！4.
安全防范区：
惠南
电信、
农商民乐支行、
消防大队、
蓝天
救援队的志愿者们为现场的居民朋
友提供电信、
金融、
消防、
救援等安全
知识，
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走进社区是大调研的出发点，
收集民意是大调研的关键点，解决

物业公司来负责招聘。
摘编自 浙江在线

问题是大调研的落脚点。民乐社区
“3.
5学雷锋”
系列活动，
将
“家门口”
服务深入大居，真情服务群众，点滴
凝聚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