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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雷竺欢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城区发现，有

部分餐饮店推出就餐折扣，但只限堂食。

多做外卖不好吗？现在市民还爱堂食吗？

对此，记者作了调查报道。

“在我家店里吃饭，目前全部打折

扣。外卖的话，如果平台不给券，那肯定

没得便宜。”在六园街经营餐馆的老板娘

小许说。20 日，记者在该店点了一份牛

肉饭、一罐王老吉，还有一个荷包蛋，菜

单价为 36 元，实际付款 32 元，折扣为

88折。

碰巧的是，一位小伙子匆匆走进来，

坚持要通过饿了么平台点餐。老板娘忍

不住劝道：“你还要付配送费，不如店里

直接点，有折扣的。”小伙子却一直拒绝，

表示可以选择到店自取，不用付配送费。

老板娘忍不住继续追问：“你都来

了，干嘛不坐在店里吃？”小伙子语气轻

松地说：“我有一个返利红包，优惠之后

只要付 9 毛钱。刚好饭点路过你家店，

进来花掉这个红包。”

对此，老板娘哭笑不得。她说，像这

样的顾客，很少会成为回头客的，而且不

在店里吃饭，就不会消费饮料、卤制品，

光一份饭没多少赚头。“这么大一家店开

着，每天要开支租金、人工工资、水电等，

经营成本很大的，光靠外卖肯定不行。最

重要的是，有些人不放心外卖，喜欢在舒

适、熟悉的环境中吃饭，吃完了走路健

身。”

另一位老板裘先生，虽然也从事餐

饮生意，但选择了“轻资产”模式。他的

店，开在锦城街道商业城内，一楼门面只

有十个平方左右，里面没有餐桌、椅子，

光几口锅和一张简陋的操作台。

“商业城里面的店铺，顾客从不上门

吃饭，自然偏僻又小，租金也就没有外面

高。我们就是跑量做外卖。”裘先生讲述

了他的生财之道，但没有透露他能赚多

少，只是指了指隔壁也单做外卖的店，

说：“他们家，一个月能卖五六千份，一份

要是赚五块钱，你算算能进账多少？”

据裘先生透露，很多外卖店给顾客

提供的餐具，都很便宜，甚至有些是劣质

品，更不要说米、油这些消耗品，“你想，

每份省一毛，一个月就多赚五六百。”他

认为，传统餐饮店不做外卖，最后肯定会

被他们击垮，“现在点外卖很流行，再加

上店这么多，谁天天跑你家吃？”

这也是市民对外卖的担忧之处，就

是卫生与品质不过关。“很多私营的外卖

店，因为不提供堂食，里面环境脏乱差，

但外卖出奇得好，每天能看到外卖员进

进出出。”在西苑路上经营超市的一位老

板说。

市民小王算得上是外卖粉丝，她几

乎每天都会在美团上点奶茶、正餐，但有

一个习惯，只挑连锁品牌，如一点点、大

方传统，或者熟悉的本地店铺。

比如，她经常去小芋鲜点饮品，有时

周末在家懒得出门，就点一份该店的外

卖。21日那天，她点了两份甜品，加上配

送费、餐盒，共计 43.4 元，但平台赠送店

铺红包，可以满 35 元减 10 元，及一张

满减送优惠券，能再减 4 元。这样算下

来，她只需付 29.4 元，非常划算。

位于万华四楼的“杜小姐凉皮铺”，

既打出了品牌，又跑出了外卖销量。市民

李先生是该店常客，21 日打包一份套

餐、一份凉皮，结果比手机下单更贵，“每

份收了我 1 块钱的包装费，价格跟外卖

一样，而且没有像外卖一样凉皮与汤分

开。”李先生等待的过程中，店员还委婉

表示，希望他在柜台附近等，不要去就餐

区。“有种以后让我点外卖，不要来堂食

的感觉。”李先生说。

临天二弄开心排挡的蔡老板说，想

把餐厅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加入外卖

平台，因抽成导致成本提高，要么加价，

要么减量。“短期来看销售额是可观的，

店铺想要做得长久，还是有不少问题。”

六园街刘家小厨的老板说，他靠的

是口味以及老顾客的口碑，加入平台会

分出一部分精力做运营、宣传，不利于打

造自己的品牌。

点堂食享折扣 真有店家“狙击”外卖？

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近日，临安佳和房产收到了

客户送来的锦旗。锦旗上写着：“尽情尽

力为客户，诚心诚意似亲朋。”据悉，这

是一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老人揭静英，

特地送给销售裘素珍的。

事情要从今年 5月说起。裘素珍接

待了来自北京的客户揭静英。揭静英想

要出售位于临安的房产，只身一人从北

京来到临安办理相关手续。

“从 5月就开始和揭阿姨接触，因为

她一个人在临安，年级也大了，我们就邀

请她每天来公司吃饭。”裘素珍说。

6 月 26 日，和往常一样，裘素珍发

信息邀请老人到店里吃饭，却迟迟得不

到回复。拨打其电话也无人接听。

“会不会出事了？”考虑到老人年纪

较大又独居，裘素珍有种不详的预感，

赶紧赶到揭静英所在的小区。

所幸房门没上锁，裘素珍推门而入，

只听得揭静英从房间传出微弱的声音。

走入房间，只见她虚弱地躺在床上，冷汗

直流，浸湿了枕套，连意识都开始模糊。

裘素珍立刻拨通 120。5分钟后，裘

素珍和同事一起将阿姨送往医院。医生

诊断是食物中毒，需要立刻住院治疗。

考虑揭静英孤身一人在医院，裘素

珍揽下了照顾她的工作，垫付医药费、擦

洗身子、购买日用品……

揭静英意识清醒后，看着裘素珍在

一旁忙前忙后，感动得直落泪：“你干了

我儿子和媳妇应该干的事, 太谢谢你

了。”

待揭静英病情稳定后，裘素珍还主

动送一日三餐。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

揭静英无比感动。

裘素珍说：“一名老人，在临安人生

地不熟，我们有缘认识，伸出援手帮一把

是应该的。”

老人家中突发疾病 细心销售上门救助

通讯员 符栩潇 陈艳虹

本报讯 近日，36 岁男子在某便利

店维修冰箱时，不小心触电，倒地后心

跳和呼吸全停。店主吓得不知所措，立

即报警救助。

正在附近巡逻的锦北派出所民警

汪晓锦，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并第一

时间拨打 120。来到现场后，他蹲下身，

探了下男子的呼吸，没有，又试了下心

跳，也没有。

他赶忙将男子平放，按照所学的知

识对其开展 CPR心肺复苏急救。“一定

要尽自己所能去救，即使只有一丝希

望。”这是汪晓锦当时心中唯一的想法。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汪晓锦的双手始

终没有停下来，不断对男子进行急救。

不久，120 急救车到达现场，汪晓锦

配合医生将男子合力抬上救护车。在救

护车上，汪晓锦继续为男子进行心肺复

苏，整个过程持续近 20 分钟，直到男子

被送到医院急救室中。

16 日，汪晓锦与男子所在公司负责

人联系，确认男子已转危为安，目前正

在杭州做康复治疗。

据了解，男子姓洪，今年 36 岁，

工作是维修冰箱。当天，小洪到便利

店维修冰箱。维修过程中，只听到

“啪”的一声，他突然卡在屋顶与冰箱

之间不会动了。“不好啦，是电。”店

主边喊，边立即切断了店里的电源。

所幸民警到场及时施救。

男子触电心跳骤停 民警伸援手救回

记者 章昕 通讯员 陈炜

本报讯“这下好了，我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和合法经

营，帮助补贴家用，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

顾。”日前，当区市场监管局於潜所工作人员把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送到困难党员周志龙的手中时，他激动地连

声道谢。

周志龙住在潜川镇伍村村，早年，他从事笔杆加工，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不久后，他在拉货过程中发生事

故，导致下身瘫痪，虽获得赔偿，但整个家庭生活陷入了

困难。多年间，他的妻子靠在家务农独自撑起整个家庭，

照顾丈夫和年幼的孩子。

2014 年，在於潜所党支部的发起下，所里的党员干

部、区民个协会於潜分会党支部和热心企业家，上门看望

周志龙。当得知周志龙旧房因危房需要拆除却无力承担

修建新房费用的困境后，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共同筹集爱

心资金 5 万余元，帮助他住上新房。此后每年，於潜所党

支部、区民个协会於潜分会党支部都会上门走访，深入开

展交流，了解其生活困难情况，设法帮扶，并送上慰问

品。

前段时间，周志龙向於潜所工作人员流露出想在家

从事笔杆加工为家庭尽一份微薄力量的想法。随后，从奔

波当地村、镇开具相关证明，到网上申报营业执照，於潜

所工作人员实行一条龙服务，为周志龙全程代办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短短几天后，躺在床上的周志龙就拿到了

这本蕴含着新希望的营业执照。

送证到家 筹资住新房
结对服务温暖党员家庭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利奇马”闹

腾过后不久，11 号台风“白鹿”已在太平洋上形成。记者

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白鹿”未来走势还存在着很大

的不确定性。就目前情况推测，“白鹿”有可能穿过台湾，

在福建登陆。随后迅速减弱继续北上，但强度有限，届时

可能弱到“无法拥有姓名”。

受台风“白鹿”影响，本周末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

雷雨天气，气温 25 至 32 度。“阵性降水，全区都会被覆

盖，但是分布不均，具体哪里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区气

象台预报员说，降水天气，往往伴随大风，会影响户外活

动的体验感。

下周多阵雨，其中周一的降水最为明显。阴有阵雨或

雷雨，雨量较大，气温 25至 32度。周二阵雨转阴到多云，

气温 26至 33度。周三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 25至

33度。周四、周五阵雨天气。下周的雨水，“信号”不太稳

定，会时不时“掉线”，下了停，停了又马上下，间歇较小。

庆幸的是，未来七天，最高温度都没有到 35 度高温

线。“白鹿”将给我区带来一定的降温效果。“台风路线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建议市民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天

气预警。遇降雨天气，应避免山区、峡谷、水库等地游玩。”

区气象台预报员提醒。

台风“白鹿”已生成
未来七天多风雨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近日，区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一起微信冒充女性诈骗他人案件，

当庭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

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责令

被告人章某某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60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被告人章某某在微信上

以女性信息注册一账号，后其以该微

信冒充女性与被害人周某某在网上确

立“恋爱关系”，先后以购物、经商、

家人生病等为由，向被害人周某某骗

取钱款共计 72 万余元，均挥霍一空。

案发后，被告人章某某家属已赔偿被

害人周某某 12 万元，并取得被害人谅

解。

该案由区法院院长承办并担任审

判长。经过开庭审理，被告人深刻认

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当庭表

示认罪认罚。经过合议，合议庭当庭

对案件作上述判决。

据悉，近年来，区法院坚决落实司

法改革要求，建立完善院庭长办案机

制，2018 年以来院庭长共计办案近万

件，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小伙假扮女子骗钱 一审判刑十年

为进一步深化“无违建”区创建，加快推进全区存量

违建的处置销号工作，根据区委区政府要求，7 月 25 日

至 8月 20日，区“三改一拆”办对全区十八个镇街开展第

二批“无违建”示范村（社区）验收，现将第二批通过的 23

个“无违建”示范村（社区）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8月 23日 -2019 年 8 月 28日。在此期间欢迎群众通

过来电、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区“三改一拆”办反映存在的

情况。

公示电话：0571-61102376

来访来电时间：正常工作时间

来信投寄：临安区城中街 261 号区“三改一拆”办

临安区第二批无违建
示范村（社区）名单公示

镇街 示范村（社区） 示范村个数

锦南街道 市坞村 1

玲珑街道 夏禹桥村 1

板桥镇 葱坑村 1

高虹镇 崇阳村、高桥村 2

太湖源镇 杨桥村、畈龙村、浪口村 3

於潜镇
金家村、下埠村、光明村、

横山村、铜山村、扶西村、自由村
7

天目山镇 藻溪村 1

太阳镇 上庄村 1

潜川镇 沈家坞村、阔滩村 2

昌化镇 后营村 1

河桥镇 聚秀村、泥骆村、秀溪村 3

合计 23个村 23

临安区“无违建”示范村（社区）第二批名单的公示

根据省、杭州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实施意见，及临安区编委《关于

市交通运输局下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清理规范方案的批复》（临编（2015）66 号）文件

精神，对我单位临安区汽车驾驶技工学校进行改制，学校所在地块列入征用拆迁范围，

不再保留我单位，原有经营业务一律停止。现就我单位所涉及的未完成驾驶员培训的学

员的处置，公告如下:

1. 原则上由临安 7家驾培机构(保通、钱王、蒋阳、乐学、浙驰、天平、铭天)打包分流，

承担后续学驾培训任务，并优先安排上车，具体分流信息另行公告；

2.如有特殊情况的学员，请你于 2019 年 8 月 30日前联系我单位，联系人:张亚东，

联系电话:13868046888;

3.如有不打算继续学驾的学员，请你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来我单位办理退学手

续，需本人并携带身份证、发票、车管所注销凭证。

特此公告。

临安区汽车驾驶技工学校改制涉及未完成学驾人员处置公告
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综合服务中心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

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8月 23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

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临安区汽车驾驶技工学校
2019 年 8月 23日

堂食支持者：
进店就能增加消费

堂食反对者：
不转型迟早被淘汰

受访消费者：
点外卖也看重品牌

众志成城 重建美好家园

党旗插在重建一线

自全区开展“情系灾区心

连心、重建家园共携手”结对
大帮扶活动以来，区委组织部

在抓好大帮扶面上牵头抓总

的同时，带头积极响应，第一

时间组织部机关干部，深入岛

石镇黄川村开展灾后重建环

境大清理，这是组织部一次特

殊的主题党日活动，也是履行
“双重职责”积极投身主题教

育的一次生动实践。

通讯员 汪丽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