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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招聘

◆招洗车工，包吃住。
电话：13989729125

遗失启事

◆遗失永嘉县鲤溪乡金鱼
园养鱼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一 份 ， 证 号 ：
92330324MA2C1RP26B， 声
明作废。

◆遗失东城街道高山村高
丐 达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19740315419053， 声
明作废。

◆遗失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住院病人结算发票一
份，范孙国，住院号：1378480，
金额：11756.93元，声明作废。

◆遗失永嘉县岩头镇秋兰
饰品零售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一 份 ， 证 号 ：
92330324MA2C1FKL72， 声
明作废。

◆遗失永嘉县岩头镇超级
母爱婴儿用品店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一 份 ，证 号 ：
92330324MA2CBBM87H，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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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缴费人：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灵活就业人员的

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促进及时、足额、公

平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缴

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188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永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永嘉县地方税务局关于对灵活就业

人员过期的社会保险费核定数据进行清

理的通知》（永人社〔2016〕148号）文件精

神，将对全县参加社会保险的灵活就业人

员，未及时清缴的所属 2016年度社会保

险费核定数据进行清理。

一、清理对象范围

全县已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的灵活就

业人员，未及时清缴的所属2016年7月至

2017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核定数据。

二、清理时间

2018年3月16日。

三、清理要求

1、办理清缴

如需清缴的，请于 2018年 3月 15日
之前持存足缴费款的银行卡，到所辖地税

分局办税服务大厅申报征收窗口办理清

缴。也可通过支付宝端（进入支付宝→

政务→浙江地税→社保费缴纳）按照提

示完成缴费。逾期未办理清缴的，视同放

弃缴费。

2、统一核销

2018年 3月 16日，县社保、地税部门

统一对未清缴的过期核定数据进行统计

汇总，全面核销清理。

四、后续补缴

数据核销清理后，如参保的灵活就

业人员今后确需补缴其相应时段的社会

保险费，应到所辖人力社保局（所）办

理相关手续，按现行补缴标准进行核定

后，可以在已签订银行扣缴协议的银行

卡上存足缴费款，由县人力社保局将应

缴数据发送至县地税部门统一进行银行

扣缴征收；也可以持人力社保局（所）

出具的缴费核定单，到所辖地税分局办

税服务大厅办理扣缴；也可以通过支付

宝端自行完成扣款。

永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 嘉 县 地 方 税 务 局

2018年1月16日

关于我县灵活就业人员所属2016年度社会保险费核定数据清理的通告

当晚 8 点多，东瓯三桥岗
亭，特警执勤民警周琮钞和队友
潘仁俊、胡明山、孙恩策已经在
岗位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在来
来往往的车流中，一位外卖小哥
把车子开到岗亭旁边，手提数杯
奶茶要让周琮钞签收。

周琮钞有点摸不着头脑，不
可能有人在执勤期间点外卖
啊。“我们有值班纪律，为了保持
形象和效率，在岗亭值守的时
候，大家都不能点外卖，除矿泉
水外，其他饮料都不能喝。”周琮
钞回忆，看到外卖送餐员，他起

初还以为是来问路的，可看到那
张外卖单上的备注，好像有一股
暖流流入身体，从脚底暖到心
头。外卖单上备注道：“送给三
桥收费站那里执勤的特警，别无
他意，感谢特警们带给我们的和
谐安全社会，如果点多了，外卖

小哥自己拿去。”
记者看了这张外卖单，下单

的人花费了一番心思，他总共下
了 6杯奶茶，有纯奶、原味奶茶
还有哈密瓜、香芋及草莓味的奶
茶，并特别标注都要热的。也许
是他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人在执

勤，就想多点一些，保证够分，选
择这么多口味是想让大家都能
喝到自己爱喝的。一张外卖单，
不仅让特警和外卖小哥感动不
已，也暖了很多人的心，法理外
还有人情、寒冬之夜还能送达一
份温暖，满满的正能量。

寒夜里执勤岗亭收到神秘外卖
“偷偷的爱”温暖着特警们的心

此温馨的一幕，引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关注

1月17日晚上9点多，县公安
局特巡警大队特警周琮钞在自己
朋友圈中发布了一条消息：“竟有
未曾谋面的人送来暖心的慰问，只
因我们每晚准时亮起的警灯。”信
息发出后，不少网友评论“好暖”
“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值得点赞”。
随后，此事引来新华社、人民日报
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并于前天发布
了一条题为“寒夜里执勤岗亭收到
神秘外卖，四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差
点飙泪”的消息。

为了解这件事，昨天，记者联
系了县公安局，得知当晚8点多，
神秘热心市民在外卖平台“饿了
吗”点了六杯热奶茶，要求送给瓯
北东瓯大道与阳光大道交叉口原
三桥收费站特警巡逻车的特警
们，并在外卖单上备注：“送给三
桥收费站那里执勤的特警们，别
无他意，感谢特警们带给我们的
和谐安全社会……”

究竟是谁送的奶茶？事后，
周琮钞联系上了给他们送奶茶
的余先生：“谢谢你，让我们的付
出都值得了，但是无功不受禄，
我想把订单上的钱还给你。”但
对方说：“你们警察在，我们群众
才有安全感，希望一杯奶茶能够

给你们带去一丝冬日的暖意。”
记者了解到，这名热心的余

先生是安徽人，在瓯北做淘宝生
意已有 4年多时间。每次从瓯
北去温州市区，都要经过三桥警
亭，当晚，他去瓯海鞋底厂拉鞋
底，回来经过三桥看到警亭里的

民警顶着严寒站岗，觉得很辛
苦，就点了几杯奶茶，但是不知
道多少人，就随意点了，希望表
达一下自己内心对特警的一种
尊敬和感谢，感谢他们的付出，
没想到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原来，余先生从小有当警察

的梦想，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实
现内心颇有遗憾。但在他心里
一直觉得警民一家亲，自己内心
非常感谢警察为我们和谐平安
的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有更
多的人能懂得和关爱我们的民
警。余先生说，自己看过一个新

闻，外地两名交警收到路人送的
奶茶，大家都觉得很温暖，他也
学着点了 6杯奶茶匿名送去，希
望能表达一点心意。特警后来
还发了短信，还打电话给他表示
感谢，他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

记者 潘益风 通讯员 陈笑

虽然几人都过了爱喝奶茶
的年纪，但在当晚 9点 30分下
班后，大家一起把 6杯奶茶全
部喝完，确实很甜，四个铁骨
铮铮的汉子，差点掉出泪来，
直言深深感受到了这份“偷偷
的爱”。

一队员在朋友圈表示：
“这个夜晚，这个岗亭里值勤的
毎个警察，心中涌动着莫名的

暖流。站在寒冬长夜的朔风
里，整个身子都是暖暖的！”这
杯奶茶，觉得很暖、很好喝。

民警周琮钞，从警七年，
是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的一名
特警。自称为执法工作已经

“铁石心肠”的他，谈起那 6杯
奶茶，感慨道自己的泪点没有
想象的那么高。他说，自己值
守的三桥岗亭，是警灯工程的

一部分，“夏天烈日烤，冬天
寒风吹，奋勇擒凶贼，微笑对
市民”是“警灯工程”中数千
民警与协警工作的真实写照。
值守的民警和协警并不轻松，
周琮钞在这个岗亭当值了四五
年，擒过逃犯、捕过瘾君子、
拦截过赃车、追踪过小偷。干
过的事有很多，他有一句话总
结：每天都是接触并打击社会

的阴暗面，面对的多是冷面恶
语，甚至是流血牺牲的威胁，
付出了那么多，却常常得不到
群众的理解，却从未想过自己
在执勤时被陌生人暖到。

“我们就觉得很温暖，虽然
说只是一杯奶茶，但这是群众
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肯定。”周
琮钞说，他和队员们站在寒冬
长夜的朔风里，整个身子都是

暖暖的。
这几年，因为有了他们默

默无闻、风雨无阻的守护，这
座城市的夜色才有了一如既往
的平安、宁静。自“警灯工
程”开展以来，县公安局设置
常规公安站所外，另设百余处
警灯，警情下降了 25%，2017
年度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测评荣
获全市第一。

治安岗亭 外卖小哥送来六杯奶茶

执勤民警 这杯奶茶很暖很好喝

点餐人余先生 只想表达一点心意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交
警部门获悉，为了进一步规
范我县道路交通秩序，预防
和减少交通事故，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从 2018 年 1 月 24 日开
始，县交警部门将在瓯北新
增五处路口电子警察实施抓
拍，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
据悉，这五处电子警察

抓拍系统具体位置为：104
国道与王家圩交叉口（马岙
路口）；瓯北阳光大道与礁头
路交叉口；瓯北阳光大道与
礁下路交叉口；瓯北阳光大
道与轻纺路交叉口；瓯北阳
光大道与园区大道交叉口。

记者馨文

本报讯 共享单车，作
为出行的新方式，一经推出
就深受市民的喜爱。如今，
共享单车遍布了我县各个街
头，在方便了市民出行的同
时，各种骑车奇葩新闻也是
层出不穷。

近日，上塘的李女士向
本报新闻热线 82972222 爆
料，在县城嘉宁街街口，一位
大约三四十岁的男士骑着一
辆共享单车，而车前筐内竟
然还坐有一名三四岁的女
童，车子晃晃悠悠途经路口
减速带时，由于颠簸地厉害，
坐在车篮上的孩子重重地摔
在了地上，磕得满脸是血。

记者在大街小巷里注意
到，此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
在一些幼儿园门口，坐着单
车“飘移”而来的孩子很多。
还有一些稍大点的孩子，在

单车上只“蹭”了半个屁股，
他们手握车扶手，跟着父母
飞快地骑过马路，而没有任
何防护措施。

李女士向记者吐槽道：
“一些小情侣更是在单车上
上演了车篮载人‘神技’，男
的在后面骑，女的扶着车头
坐在篮子里玩起了‘飘移’，
估计一些单车的篮子就是这
样被损坏的。”

据了解，共享单车车篮
限重 5kg，而且都明确在车
篮上标示了“请勿载人”。对
于骑共享单车载人的行为，
交警部门提醒：骑车载人存
在安全隐患，因共享单车都
是按照单人骑行的使用需求
设计的，如果市民骑车载人
也违反用户协议。

记者帮帮团 小谢

本报讯 近日，县人民
法院城郊法庭联合县委党校
前往东城街道陡门村开展

“腊韵食足·文化传承”农情
风俗庆佳节志愿者活动。活
动中，党校金宏老师为现场
村民宣讲移风易俗活动，倡

导村民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
方式。随后，全体志愿者为
村民们分发对联、党建书籍
等，并给在场的老人送上八
宝粥和包子等食物庆祝腊八
节，祝愿村民们新年新气象。

通讯员 张建芳

本报讯 近日，市民金先生致电本报
记者帮帮团热线 67261234，称上塘城市
书房内的空气太闷，对来此阅读的市民，
特别是小孩的健康或带来不利影响，希
望记者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最好能
进行改善。

上塘城市书房是我县首个“城市书
房”，正式对外开放近两个月了，实行 24
小时无人值守，市民凭市民卡或借阅卡
可以自由进入阅读，实行通借通还。书
房面积达 226平方米，藏书 1.6万册 22大
类，一次可容纳70多位读者同时阅读，满
足了读者夜晚阅读的需求，同时打造了
城市永不熄灭的“阅读之光”，让市民的
心灵有个栖息地，营造了书香满城的浓
厚氛围。

金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去年 11月底

城市书房开放以来，每个星期他都会带
着两个孩子前往阅读。他称前段时间天
气还不是特别冷的时候，在书房外面感
觉空气舒适，但是到了书房内就觉得很
闷，时间久了就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
觉。到现在这段时间，外面天气很冷，乍
一进入书房觉得挺暖和的，但是过了一
段时间后还是觉得特别闷。金先生担心
在这样的环境里阅读久了，对大人小孩
的健康都不利。前段时间流感盛行的时
候，在这样一个闭塞且闷热的环境里，传
染的几率就更大了。

为此，记者特意到城市书房体验，
果真如金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天气
里刚进入书房确实挺暖和，但是过了一
会儿就发现里面实在太闷了。而且里面
门窗紧闭，室外的新鲜空气无法进来，

时间久了确实感觉不舒服。几位在此阅
读的市民告诉记者，这里什么都好，就
是空气不怎么好，希望有关部门能加以
改善。

对此，记者致电县图书馆有关负责
人反映了这一情况。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个事情他们已经了解，书房内空
气质量差是因为装修的时候忘了安装排
风口，再加上这里实行24小时无人值守
阅读，所以门窗一天到晚都是密闭着。
近日他们就排风口的事情联系了有关工
人，得到的答复是无法再开排风口了。
因此，他们决定今后每天安排人员开窗
几小时对书房进行通风，再利用空调的
排风进行空气疏通，希望能给来此阅读
的市民带来更舒适的阅读环境。

记者馨文

光有书香尚不够，还需一室清新
市民反映上塘城市书房里“太闷”，有关部门已着手处理

危险且不文明

车篮“载人”玩“飘移”

瓯北明起新增
五处电子警察

腊韵食足 文化传承
县人民法院城郊法庭联合县委党校开
展农情风俗庆佳节志愿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