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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艳

本报讯 组建“战队”、点赞积

分、满减优惠券……一年一度的

“双十一”电商大战即将到来，电商

行业的“火药味儿”日渐浓烈。作为

中国农村电商第一村———昌化镇

白牛村，这几天也是“硝烟四起”。

走进白牛村，随处可见忙碌的

身影和不停运转的机器。敲打剥

仁、挑拣碎肉、分装打包、核对订

单、搬运快递……“叮咚叮咚”客户

下单的提示音、“噼啪噼啪”敲打键

盘的声音，不断从各个淘宝店铺传

来，整个白牛村都在“摩拳擦掌”。

“去年‘双十一’当天共接到 3
万个单子，今年预计会比去年增加

5%。”临安天玥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潘小忠一边核对电脑上的订单

一边和记者说。潘小忠算是白牛村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7 年就开

起了淘宝店，走上了电商之路。凭

借着好品质和好服务，销售额逐年

增长。

潘小忠经营的山里福娃淘宝

店里除了山核桃，还有碧根果、松

子、夏威夷果等坚果。“不过还是山

核桃仁最走俏，占了销售总量的

90%，所以今年也要多备一些。”潘

小忠告诉记者，为了避免“双十一”

当天断货，近几日白天忙着收购生

籽，晚上忙着加工。

尽管忙碌，潘小忠的厂间却有

条不紊。“我们提前把包装盒分门

别类，这样打包的时候就不会到处

找盒子。另外，我们添置了多台快

递面单打印机，几百张单子不消几

分钟就可以打印好，准确性还高。”

潘小忠说。

叶盛的淘宝生意这几年也做

得风生水起。在淘宝页面搜索“山

核桃仁”，销量排行第一的就是叶

盛的淘宝店铺。为了迎合“双十

一”，回馈顾客，今年叶盛也准备了

“满 200 减 20”、“无门槛 5 元优惠

券”等活动。“今年山核桃上市以

来，平均每天的订单量在 4500 单

以上，山核桃销售量每天在一万斤

左右。”根据往年的统计，叶盛估计

今年“双十一”两家淘宝店铺的销

售额能突破 300 万元。“这段时间，

我们另外招了 10 几个临时工，还

更新了自动化包装设备，争取多囤

些货。”

目前，白牛村共有 68 家淘宝

商家，几乎都和潘小忠和叶盛一样

忙着备货。去年“双十一”期间，白

牛村不少店铺网销额突破百万元，

整个村子的淘宝商家网上销售总

额达到 1200 多万元。今年的“双十

一”，白牛村预计又将迎来一拨新

的网销高峰。

作为电商运营中不可或缺的

环节，物流服务也早早开始做好准

备工作。“白牛村是重点集群市场，

平时走访关注的比较多。”区邮政

局包裹快递部负责人邵静告诉记

者，9 月份以来，两昌地区的揽件量

平均每天在 1 万件以上，其中大部

分来自白牛村的电商户。根据前期

走访和客户反馈，已经提前配备了

人员和车辆。

通讯员 章旭

本报讯 日前，《今日临安》 60
余名“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下，走

进区消防大队参观创作，近距离接

触消防员的工作生活，探索消防队

里的秘密。

活动现场，消防队员带领小记

者们参观了车库、寝室、荣誉室等

场所，耐心讲解消防装备器材的用

途、性能，现场演示折叠“豆腐块”。

看着消防员整齐划一的内务整理

和精良神奇的作战装备，小记者们

惊叹不已，纷纷为消防员严谨的工

作和生活作风点赞。随后，消防队

员还让小记者们穿上战斗服，乘坐

登高车，操作起器材，当了一回名

副其实的“小小消防员”。

期间，小记者们一边认真参观

听讲，一边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他们

眼中的消防。他们用最纯洁的心灵

描绘对消防安全的认识，用最稚嫩

的笔调表达对消防员的崇敬，用最

独特的消防视角向世界展示不一

样的消防形象，一篇篇消防作文在

小记者的笔下获得生命。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的

课外生活，而且增强了消防宣传教

育的趣味性、多样性，让孩子在寓

教于乐中学习消防知识，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充分展示了消防知识进

校园的丰硕成果。

60余名“小记者”走进区消防大队探秘创作

2017 年 1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

张某某利用微信聊天软件先后搭识

被害人潘某某、彭某某，虚构自己有

“奢姿牌眉粉”可以销售给被害人的

事实，并要求被害人将货款通过微

信、支付宝等方式先行支付的方式，

从被害人潘某某、彭某某处骗得人

民币 8740 元。经审理，张某某因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检察官提醒】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网

购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但由于缺乏监管、缺少必要的金

钱保障手段，部分聊天软件逐渐变

成了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平台。

我们知道，大型的购物平台都

有相应的保障体系，我们可以直接

看到卖家的信誉，可以收到货物后

再确认付款，卖家也需要缴纳一定

的保证金给平台，这些都使得我们

的购物环境变得相对安全。但在聊

天平台里，我们只能通过卖家的展

示了解商品，我们无法获取卖家的

信誉等级，无法看到其他买家的购

买记录，甚至必须将钱先打给卖

家，再由卖家发货，这无疑是有风

险的。同时，由于没有第三方平台

的介入，之后的售后和维权也会变

得困难。因此，检察官建议广大网

民，在网购时，应尽量选择大型的

购物平台，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通讯员 林剑

微商信息要明辨 购物得去正规店

当很多实体店主抱怨生意难做

时，以保健为主题的“养生馆”“理疗

馆”，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区

的众多背街小巷，甚至开到了偏远

的集镇。这些店铺的生意还好得不

得了，店面顾客满盈，每天清晨都

有一群人蜂拥而至。听一位住在某

养生馆附近的市民说，门口这家店

开了半年不到，已经卖掉一百多台

治疗机，“一台售价要一万多元呢”。

这些出手阔绰的买主又是谁

呢？多以退休在家的老年人，还有

农村五六十岁的妇女们为主。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许多老人、农村妇

女不缺钱花，对健康的需求随之增

加，而且中国老人有一种传统，年

纪再大也要发挥余热，为了不给子

女添麻烦，花钱买健康成为了“给

子女减负”的捷径。近年来，从生物

科技到养生旅游，从健康食品到保

健美容，各种保健养生概念被热

炒，老年人更是趋之若鹜，不惜花

重金购买。足见，健康保健产业已

经成为一片商业蓝海，也吸引了一

大批人从中掘金。

实际上，千金难买好身体。无

论是患病医治，还是养生保健，首

先有没有找准根源，其次有没有对

症下药，最后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

过程，才能让肌体得到某种程度的

修复。一些投机取巧之人，正是看

中了这个“时间差”，大行坑蒙拐骗

之道，有的在短期内快速推销，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挣了钱就跑，还

有的步步设套，用免费、赠送礼品、

以旧换新、不满意全额退等幌子，

在无形中诱使花钱，等有一天圈钱

有数十、几百万元时，马上逃之夭

夭。

在行骗中，骗子们往往爱打感

情牌。比如跟老人说，现在子女在

外面赚钱多不容易，这些东西买回

去了，子女就不用掏钱给你们买了，

或者说子女现在这么忙，你们管好

自己，都是让他们省心，你们健康

了，他们压力也就小了。骗子也懂得

如何对付老人家里子女的反对，只

要没到跑路前的一天，他们肯定完

全兑现承诺，不管是免费、赠送礼

品，还是以旧换新、无条件退款，这

个时候子女告诫“别上当”“肯定骗

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在这些骗

术前面，大部分老年人毫无招架之

力。

诚然，我们欢迎信誉佳、口碑好

的品牌企业落地惠民，更支持拥有

真技术、心怀真善美的人才前来创

业，但决不允许打着保健的借口到

处骗钱。近几年，我区已经发生多起

老人购买保健产品上当的事情，而

且受骗人数众多，不仅让老人蒙受

钱财损失，而且遭遇精神伤害，有的

还与子女闹僵了关系。

如何让老人安心享受晚年生

活，这不单单是子女们需要补的一

堂课，也是相关部门深入研究的一

个民生课题。从家庭角度，每个子女

应多关心老人日常生活，抽空陪着

看一期法制节目，远胜过随意的一

句“告诫”，平时多聊聊心，相互了解

真实诉求，才不至于被别人打了“感

情牌”。从社会角度，相关部门要做

好重点场所和路段的巡查工作，及

时劝导盲目消费的老年人，同时加

强行业监管，如设立保证金账户，严

格登记从业人员，向社会发出预警

信息，扎好市民身边的安全篱笆。

朱陈伟

通讯员 卢震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互联

网+政务服务”水平，确保浙江政务服

务网网上办事目标顺利完成，区财政

局多措并举，力求为“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纵深推进做好基础性保障。

该局进一步检查完善行政权力

和公共服务事项库的办事指南信

息，提升办事指南信息规范化程度，

确保完全符合国家有关“互联网+政

务服务”评估要求。与此同时，梳理

办事事项，认真检查窗口、网络、终

端等办事指南情况，及时调整与三

级目录事项库不一致的网上办事事

项清单。目前，该局行政许可事项已

全部实现网上办事、掌上办事、一证

通办。

此外，该局还有错必纠，加快

链接整改，全面排查涉及站点网上

办事的错误链接，及时进行清理修

改，形成动态修改机制，切实提升

浙江政务服务网服务群众和企业

办事便捷度。

区财政局积极夯实网上办事基础

近段时间，气温降低温差大，感

冒患者明显增多。医生提醒，市民要

注意提高自身免疫力，尽量避免去
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家长在给孩子

做好防寒保暖的同时，也要注意避
免因过度“保护”而导致孩子染病。

记者 陈伋 摄

“双十一”硝烟四起 白牛电商忙囤货 保健产品推销，老人缘何“爱埋单”？

气温变化大
感冒患者增多

遗失公告

“杭州办事服务”APP

“临安办事一点通”
微信小程序

停电通知 2018年 11 月 9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1 月 16 日
13:10-
17:20

富源 V509 线横岭分线坞
金支线 1# 杆 10KV 横鑫
村（横岭坞口）公变

10kV 横鑫村[横岭坞口]公变

洪村超市配变,曹前钱塘坞,独山坞配变,临安兜宝纸制品有限

公司,高丰湾,曹前,横畈洪村（1）,湖山前溪头配变,临安市同鑫

建材有限公司,丰小岭,横畈湖山村

庐山村

10kV 民幸村[二小]公变,10kV 民幸村[供电所老宿舍]公变,

10kV 民幸村[北门]公变,10kV 民幸村[盐库]公变,10kV 民幸村

[石塘坞]公变,10kV 民幸村[粮管所]公变,10kV 民幸村[菜园巷]

公变,10kV 民幸村[邮电学校]公变,10kV 民幸村[邮电学校宿

舍]公变,10kV 自由村[交机厂]公变,10kV 自由村[人保公司]公

变,10kV 自由村[供电所]公变,10kV 自由村[孝子塔]公变,10kV

自由村[广电站]公变,10kV 自由村[於中]公变,10kV 自由村[水

利局宿舍]公变,10kV 金家村[电影院]公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临安分公司,临安市於潜镇中心卫生院,於潜人民医院,於潜

粮油厂,於潜高中,杭州临安区於潜供销合作社,杭州临安胖子米

业有限公司,杭州杭绘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联华华商集团临安联

华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浙江省邮政技工学校,

停观湖 V601 线湖山分线 1#
杆开关以后

花戏 551 线上田站庐山分线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后诸 V123 线

08:00-
17:30

08:20-
17:00

07:30-
17:00

11 月 16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17 日

10KV 自由村[广电站]公变
后诸 V123 线广电站分线 1#
杆 10KV 广电站公变低压

07:40-
17:2011 月 18 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43）事项名称：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享受规定（特殊慢性）病种待遇备案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或网上申请(浙江政务

服务网)
个人提交材料：1.《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规

定病种专用门诊病历》；2.由市区二级及以上定

点医疗机构盖章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规

定（特殊慢性）病种待遇备案表》（长住外地人员

可凭当地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证

明），其中对患有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儿

童孤独症的，须由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三级医疗

机构的精神病专科出具；3. 一寸免冠近照；4.市
区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小结或

病理报告或疾病诊断证明书（长住外地人员由

当地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出具），其中患有

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儿童孤独症的，须

由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三级医疗机构的精神病专

科出具。

办理地点：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咨询电话：0571-63727046，63723408,63746115

张 长 法 （ 身 份 证 ：

330124194808161116）因意外受伤，遗

失临安水涛庄中医医院住院门诊发票 9

张 ：NO.1656466572、NO.3416743006、

NO.3416744776、NO.1000016540、

NO.1000016539、NO.4285675、NO.

9015396、NO.9015397、NO.9015398，

总金额（元）：5801.79，未在其它保险公

司理赔，声明遗失。

临安万吉电子有限公司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G1033018502124290X，声明作废。

胡 燕 飞 （ 身 份 证 ：

33012419820526072X）遗失教师证，证

号：20033300911001659，声明作废。

吴 桑 （ 身 份 证 ：

330124198607181522） 遗 失 教 师

证，证号：20173300912000072，声

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锦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 4 （4

幢 105）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339 号，声

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锦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 4（4 幢

108）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

锦北字第 201200342 号，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锦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 4（4 幢

109）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

锦北字第 201200343 号，声明作废。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心养护”的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

化康复护理、零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

老人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

需全面照护的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

明月山庄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