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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郭蕾

本报讯 昨日，伴随着临安山核桃

开杆节的隆重开幕，“买新鲜，吃放心”

平台也在龙岗镇正式上线。

临安优质农产品数不胜数，但有些

农产品因缺少宣传鲜为人知，导致消费

者买不到而农户们又卖不出的现象。为

填补信息空白，搭建消费者与农户间的

桥梁，在杭州城市大脑顶层框架下，区

农业农村局主导设计了“买新鲜，吃放

心”平台。据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平台入驻商家由区农业农村局推

荐，消费者也可通过商品详情溯源查询

功能，查看基地的资质证明和溯源信

息，以此打造老百姓信得过的农产品汇

集地。作为服务于区域公用品牌的载

体，该平台如今已汇集代表性的基地

55 家、优质农产品 160 多种，整理收集

了 100 多条景点、采摘类农旅路线信息

和 47家民宿协会推荐的特色民宿。

据悉，“买新鲜，吃放心”平台基于

微信小程序开发，通过引导并辅助全区

“三品一标”基地企业入驻，由平台产生

的数据建立“新鲜指数、放心指数、供应

指数”3 个指数，实时接入杭州城市大

脑。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地店铺入口查看

基地的详细介绍信息、地址导航和采摘

活动。平台所售农产品均由基地提供售

前咨询服务，并由基地直接发货。同时，

消费者也可以联系基地通过平台提供

的导航功能上门自提。

该平台以“一小时农旅圈”的核心

玩法，以亲子游、基地采摘体验游、红色

之旅等多种主题，结合农旅路线推荐、

热门节日、旅游景点、特色民宿、当季基

地采摘活动等应季优质内容服务，以此

满足消费者周末短途旅游需求。同时，

平台上线后将陆续组织丰富的农旅活

动，并同步进行线下热门采摘类农旅活

动和基地农产品销售活动的现场直播。

“买新鲜，吃放心”平台除了能解决

消费者购买问题以及农户销售问题，还

能让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赚取佣金，成

为受益人。下一步，平台将严抓农产品

质量、做强服务，优化 LOGO、UI 界面、

产品包装、溯源码等标牌标识，全面提

升临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

“买新鲜，吃放心”平台正式上线

6日，来自农林大附小10余名师生走

进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植物生产实验室，
零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魅力。实

地观看植物和蔬菜作物从“试管婴儿”到

“开花结果”的生长培育过程，聆听农学院
老师讲解植物种类、特征、生长、种植的相

关知识，并自己动手实践如何播种和种植。

记者 陈伋 摄

“农林大附小”
的植物考察之旅

见习记者 楼宇 通讯员 李一郎 芮颖

本报讯 随着前期汛情的结束，又

逢连日高温，清凉峰镇辖区内的各河

道水位逐渐下降，沉积的泥沙开始显

露。不少村民抵制不住利益的诱惑，

动起了“歪脑筋”，铤而走险进行非法

采砂作业。

日前，清凉峰镇“巡河小组”在

突击巡查时发现，颊口村阳干山河道

内有可疑人员在盗采河砂。执法人员

立即采取行动，一边责令当事人停止

挖沙行为，并对现场情况进行证据固

定，清点开采数量，一边对当事人进

行现场询问。经现场询问得知，三名

当事人是受章某某雇佣，偷采河道内

砂石以谋取私利。随即，执法人员现

场依法查扣涉案工具，并根据所掌握

的信息找到了另一名案件嫌疑人章某

某。目前，该案件已移交相关执法部

门进行调查处理。

据了解，非法采砂不仅会对河道

水域的生态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

坏，还容易引发水上事故。为杜绝此

类情况发生，清凉峰镇政府联合水政

执法、综合行政执法局清凉峰中队组

成“巡河小组”，根据涉河违法采砂

作案的特点，对辖区内各河道采取日

常巡查和突击定点巡查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巡查和监管力度，严厉打击

非法河道采砂行为。接下来，清凉峰

镇政府还将采取宣传与执法相结合的

方式，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采沙行为发

生，坚决维护水域安全和生态环境。

同时，执法人员也希望广大村民

切勿被眼前利益蒙住双眼，因小失

大。根据 《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没收作业

设施设备。

联合执法“重拳”出击

清凉峰镇严肃查处非法采砂行为

记者 章昕 通讯员 王帅婷 张凯

本报讯 一女子交通肇事后，卸下

电动三轮车牌照，换下身上衣服“改

头换面”，可终究逃不过法网恢恢。近

日，临安交警快速破获一起肇事致人

重伤的逃逸案件。

当天 19 时 15 分，临安公安分局

交警事故处理中队接到指令，称在杨

临线某机械厂门口，发生一起电动三

轮车撞击行人的交通事故，行人伤势

严重，肇事的电动三轮车在事故发生

后逃离事故现场。

临安交警立即启动逃逸案件侦破

机制，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调查取证

工作。经现场勘查，事故路面未遗留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事故现场的监控

也未能摄录到事故发生的经过。专案

组立即调取大量周边监控，通过细致

的调查走访，锁定一辆电动三轮车有

肇事嫌疑。

为进一步明确该车的特征、逃离

方向及可能落脚的区域，专案组立即

组织人员对该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排

查。经过锲而不舍的追踪，当晚 24

时许，在一出租屋内，发现一辆可疑

电动三轮车及可疑女子王某，并确定

该车系肇事车辆。同时，在王某屋

内，找到了在事故发生后被卸下的车

辆牌照和藏在屋内的肇事时王某所穿

的衣物。此时，离案件发生仅仅过了

5 个小时。

面对办案民警询问，王某说，她

驾驶电动三轮车经过事发路段，由于

当时天黑视线差，撞到了路边的行人，

看到被撞行人倒在地上，心里害怕极

了就驾车走了。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事

故发生后拆掉车牌时，王某说是因为

害怕自己撞人了被抓，想着拆掉车牌、

换了衣服可以躲避交警的追查。

目前，汪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逃

逸被临安警方依法先行行政拘留。案

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女子肇事逃逸 临安交警5小时查明真相

通讯员 潘鑫卉 徐春瑜

本报讯 受天气影响，加之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无法成

批进入中心，“理发难”成为区社会福利中心老人们共同的

“心病”。为此，中心养老护理员主动提出，“入行”造型业，在

本职工作外增加理发服务。

“俞奶奶，我帮你把头发理一下，大热天的可以凉爽一

点”“好啊，又要麻烦你了”……说罢，区社会福利中心护理

员便为老人系上围布，开始理发。只见，护理员一边用她们

的巧手利索地挥动着剪刀，一边跟老人互动，帮他们解闷。

七夕节当天，几位性格活泼的老人还给护理员生动地讲

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故事说完，老人的理发也已经完成。

“我们中心的护理员虽不是专业的理发师，但考虑到部

分老人不方便外出，她们愿意尝试，自学研究理发技术。同

时为了不影响老人的形象，大家还相互修剪头发，锻炼自己

的娴熟度。”区社会福利中心负责人介绍。

为“老小孩”理发 护理员“入行”造型业

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近日，潜川镇上沃村前畈路改造提升工程通过

水库移民项目验收，为全村老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

利。

以前说起前畈路，村民就一直摇头，脸上难掩苦涩的表

情。这条建于 2003 年的道路，由于年久失修，路面早已坑

坑洼洼，破旧不堪。“我们村户数比较多，而且多数是养蚕

户，农事活动较为频繁，前畈路是重要村道，路不好对生产

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村民李阿姨说，交通问题是制约村经

济发展的一个“拦路虎”。

为了根除上沃村民心头的这一“顽疾”，区民政局和村

两委一同到实地进行踏勘，经研究商讨后决定，将前畈道路

的改造提升工程列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涉及 630 多米的道路硬化，以

及道路两边灌排渠道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77.3 万元，去

年 10月开工建设，今年 6 月竣工完成，近期通过水库移

民项目验收。道路改造完成后，上沃村村民告别了“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窘迫日子，走上了宽阔平整的

“致富路”。

上沃村前畈路改造通过验收

通讯员 周依晨

本报讯 日前，区财政局（国资办）组织开展“四有学堂”

之深度夜学活动。本次夜学邀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主任、

杭州市人大代表、杭州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胡志坚作《民法

典》专题讲座，局全体职工干部参加学习。

胡志坚律师围绕今年 5月份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重点讲授了民法典

的诞生历程、架构，并深入解读了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年龄、监护制度、遗嘱制度、离婚冷静期、格式合同、业主

表决、高空抛物、雇主责任、惩罚性赔偿、诉讼时效等方面的

新规定。讲座循序渐进、层层剖析，对《民法典》作了系统、全

面的阐释，为财政国资干部下一步深入学习、掌握运用《民

法典》提供帮助。

区财政局开展《民法典》专题学习

近日，区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帮助住院患者与家人进行

视频通话，不仅为亲人不能在身边的患者提供了人文关怀，也

让家属及时了解患者住院情况。

通讯员 夏陈添 记者 金凯华 摄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0kV 堰口村[堰口村中]公变,10kV 堰口村[观新村]公变,

10kV逸逸村[逸村吴家]公变,10kV 堰口村[牛栏坞]公变,

10kV堰口村[龙头畈]公变,钱鸿（逸村）电站,10kV堰口村

[观新粮站]公变,10kV堰口村[俞家]公变,临安市於潜镇堰

口小学,临安市堰口观新水电站,中交三公局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分公司,钱鸿（逸村）电站

塔 山 V232

线 69# 杆后

段

17：30-17：509 月 16日

10kV 堰口村[堰口村中]公变,10kV 堰口村[观新村]公变,

10kV逸逸村[逸村吴家]公变,10kV 堰口村[牛栏坞]公变,

10kV堰口村[龙头畈]公变,钱鸿（逸村）电站,10kV堰口村

[观新粮站]公变,10kV堰口村[俞家]公变,临安市於潜镇堰

口小学,临安市堰口观新水电站,中交三公局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分公司,钱鸿（逸村）电

站,10kV牧亭村[上埠头]公变,10kV牧亭村[学校边]公变,

10kV 牧亭村[新梅上]公变,10kV 牧亭村[新梅村]公变,

10kV牧亭村[邮政边]公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分

公司,临安奥星电子有限公司,临安市华刚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临安市卓潮紧固件有限公司,临安市塔山金属镀层厂,

临安市天目电力配件有限公司,临安裕杰木业有限公司,杭

州奥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塔 山 V232

线 28# 杆后

段

07：00-07：209 月 18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0KV塔山村[尧家]公变、 0KV塔山村[里东山]公变

10KV 方元村（方元黄泥墩）公变  10KV 方元村（方元

公路）公变

10KV牧亭村[新梅下]公变、

10KV 塔山村[尧家]公变低压、0KV 塔

山村[里东山]公变低压

1. 铜山 V690 线 68# 杆 10KV 方元村

（方元黄泥墩）公变低压公路 1000 线 ;

2. 沈家 V185 线方元村变分线 5# 杆

10KV 方元村（方元公路）公变低压方

元村 3000 线

10KV牧亭村[新梅下]公变低压

08：00-14：20

07:30-16:40

07:20-17:30

9 月 15日

9月 18日

9月 18日

沈家坞村（林峰村）公变  

沈家坞村（高桥坞）公变

10kV桂芳桥村[平越村]公变

10kV堰口村[堰口村中]公变,10kV 堰口村[观新村]公

变,10kV 逸逸村[逸村吴家]公变,10kV 堰口村[牛栏

坞]公变,10kV 堰口村[龙头畈]公变,钱鸿（逸村）电站,

10kV 堰口村[观新粮站]公变,10kV 堰口村[俞家]公

变,临安市於潜镇堰口小学,临安市堰口观新水电站,中

交三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

安分公司,钱鸿（逸村）电站

沈家坞村（林峰村）公变低压  

沈家坞村（高桥坞）公变低压

路边线 2000 线

塔山 V232线 69# 杆后段

07:00-17:00

07:50-12:00

06：20-06：40

9月 14 日

9月 15日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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