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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出快递 135 万单！

锦南街道

“双十一”
期间 临安电商表现亮眼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令人“疯狂”的“双十一”已
经过去，最近几天，大家是不是在焦急
等待快递中？今年“双十一”
，天猫成交
额突破 498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32 亿，
增速为 26%。记者从区商务局
了解到，
“ 双十一”期间，临安电商企业
表现亮眼，快递出件量约 135 万单，同
比增长 28%。
汪记山核桃工坊是杭州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主 要 经营山 核 桃、笋 干 、
茶叶等临安优质农特产品。“双十一”
期间，汪记销售额 328 万元，同比增
长 17.8%。“随着直播电商的快速发

展，消费群体也越来年轻化，我们的
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汪记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推出了山核桃仁薄脆和
桃酥两款网红产品，加上之前推出的
山核桃糖等，总共有八款新品。在
“双十一”淘宝直播中，这几款产品深
受欢迎。“除了提升老客户的产品体
验，也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购买兴趣，
同时新产品也更适合直播销售，产品
新颖、价格实惠。”
今年“双 十一” 的 战 线 特 别 长 。
在第一轮“双十一”售卖中，汪记已
经完成去年“双十一”销售额的 50%。
因起售较早，汪记 10 月初就开始“备
战”，根据往年的销售额以及订单量，

志愿服务新时代
通讯员 黄润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
有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努
力营造“有困难找志愿者，
有时间做
志愿者”的良好氛围，10 日上午，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共建单位东山社
区组织志愿者在锦南人家小区开展
义诊、
义剪、
志愿者招募、
磨刀、
缝补
衣服等志愿服务活动。
“义剪”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用娴熟、精湛的理发技术，
为每一位
需要理发的居民修剪头发。
“没出小
区的门，就享受到了志愿者们带来
的专业理发的待遇，
真好。”
不少居
民们理完头发，脸上露出了满意的
笑容。
“义诊”
志愿服务队桌前，
前来
检查、
咨询的居民络绎不绝。义诊医
生耐心的聆听居民提出的一个个问
题，并对到场的居民群众进行了免
费健康检查，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给
出了合理的治疗和预防建议。
此外，
“义诊”志愿服务队还为行动不便的
居民提供上门健康检查，并对他们
的日常生活起居等方面给予细心指
导。
“磨刀”志愿者是位老大爷，虽
然头发白了，
可是精神矍铄。社区居

大致推算今年的订单量，并进行两轮
分解，提前将 20%的热销款提前预打
包。“我们在‘双十一’前进行物流
快捷测试，根据不同区域优化快递选
择，发货效率较去年有明显提升。”该
负责人说。
坚果品牌“新农哥”在“双十一”期
间全渠道销售达 500 万元，整体销售高
于去年。今年还推出了益生菌腰果、不
羞涩核桃、高纤坚果椰片、酸奶腰果等
创新产品，购买人群以一二线城市白
领、
宝妈为主。自 11 月 1 日起开始预热
促销，公司提前预判，安排生产，目前双
十一订单基本已完成打包发货。
而中国淘宝村——
—白牛村“双十

一”
销售额约 1000 万元，主打产品为山
核桃。今年
“双十一”
从 10 月 21 日开启
预售，并采用了两波售卖期。
“购买潮没
有如以往那样集中，这也为商户们备货
发货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区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我区围绕电商转型发
展，全面实施《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加
快白牛电商小镇建设，拓展电商直播模
式，开展“我为临安代言”
、
“ 云购物节”
等活动，实施
“天目 e 创客”农村电商人
才培养工程，电商镇、村培育实现新突
破 ，1 至 9 月 ， 全 区 实 现 网 络 零 售 额
57.5 亿元，同比增长 46.5%，增幅在 13
区（县、市）排名第 2，
全省第 7。

携手共建好社区

民纷纷从家里拿来了菜刀、剪刀等
刀具，有序地排起了队伍。
“现在很
难找到磨刀具的地方，这位大爷磨
起刀来又快又好，真是 高 手在民
间。”
居民们纷纷表示，
志愿服务的
出现刚好解决了他们的大难题。
“缝
补”志愿服务队前是最为忙碌的，居
民拿着要补的衣服裤子纷纷围到缝
纫机前，边缝补边聊天，衣服补好
了，
朋友也交到了。大家都说，缝纫
志愿服务正好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
求。
志愿者招募活动引来了不少居
民的围观，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
单页、现场宣导等方式，向居民介
绍了志愿服务的内容，鼓励具有奉
献精神、热爱志愿服务的居民加入
志愿者队伍。通过开展此次招募活
动，共计招募志愿者 54 人，带动
了社区居民自愿参与到志愿服务队
伍当中来，增强了居民的志愿服务
意识。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与共建单位组织开展
“志
愿服务进社区”
活动，
面对面零距离
地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居民
不出小区就能得到便民服务，解决
日常所需。

本报讯 无偿搭乘熟人的机动车，
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可万一出了交通
事故，
司乘责任该怎么划分？近日，
区司
法局河桥分所引用《民法通则》有关条
款，
成功调解了一起该类纠纷。
事情发生在今年 6 月中旬。当时河
桥镇某村村民李某，开着家里农用三轮

本报讯 全长两公里多的锦天路，在检察院路与福兴街
段这几百米中，有小餐饮多达 18 家。日前，锦南街道决定
用两个月时间，
将该段打造成“餐饮示范一条街”，联合城管
锦南中队、玲珑市场监管所，多次上门督促商家规范和整
改。
现场，记者看到这 18 家小餐饮包括了早餐店、快餐店
和传统饭店，
其中面积不到 50 平方米的约占一半数量。联
合检查组对门前三包、经营证照、消防、垃圾分类等一一进
行指导，
“和上个月检查情况相比，
有了较大改善，比如以前
调味品都是大包装，
看不出是否过期，冰箱内食物也没有分
类摆放，
现在都更加规范了。”
检查人员说。
据了解，锦南街道早在 10 月 23 日就召集 18 家商户
召开动员会，明确告知了打造“餐饮示范一条街”的具体要
求和工作计划。11 月开始，街道连续进行上门检查，
督促商
家不断规范，
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
文明的就餐环境。
“我们结合‘奋战一百天、
实现大突破’活动，打造‘餐饮
示范一条街’
，今后将实行红、黄、黑三色管理，这意味着食
品安全评价要更上一个台阶。”
锦南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以
前街道、
城管、
市场监管各司其职，
今后联合执法将常态化。

记者 楼宇

河桥镇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民事纠纷
车回家，
出于好心，
顺路搭载了相识的隔
壁村王某。怎料途经一拐弯处，
李某驾驶
的车辆侧翻，
王某摔地受伤。事发后李某
支付了王某所有医药费，
购买了补品上门
看望，
还在打山核桃农忙时，
出资雇请两
人帮王某家劳作，
双方都未报警，
李某也
以为是仁至义尽了。怎料王某出院后，
要
求李某再支付 3 个月的误工费等损失 1
万余元。李某大呼冤枉，
认为自己做好事

记者 孙梦蕾

山体塌方挖机被埋
临安消防徒手“挖 ”出驾驶员

好心人无偿搭乘 出事故引来纠纷

记者 高红波 通讯员 章力

18 家小餐饮共筑
“餐饮示范一条街”

还承担责任，
心中愤愤不平，
而王某也是
一肚子委屈。双方各自强调理由，
情绪一
度剑拔弩张，
纠纷调解陷入僵局。
为此，村矛盾调解中心将事情上报
至镇司法所矛盾调解中心。11 月 10
日，河桥镇再次组织双方调解，根据《民
法通则》、
《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进行案
情分析和普法宣传后，指出非营运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
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该纠纷中，李某因
驾驶不慎应承担主要责任，王某系自愿
搭乘非营运型农用三轮车，也应该承担
一部分责任。
专业司法解释后，当事双方均表示
认可，最终李某支付王某各类赔偿金
8000 元，
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本报讯“你喝口水再坚持下，我们马上就能把你挖出
来了！”消防指战员蓝剑波和伍肖园一边不停地安慰着被困
驾驶员，
一边用双手清理着被困人员身上的碎石。
这一幕就发生在 11 月 13 日。当天上午该挖机驾驶员
正在於潜镇田干村某施工路段进行施工作业，突然挖机上
方山体发生坍塌，
将挖机掩埋了大半，该驾驶员也被掩埋在
其中无法脱身，
而山体也随时会再次坍塌，
情况十分危急。
区消防救援大队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於
潜专职消防救援站 1 车 7 人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
到达现场后，
发现事故挖机已被山体塌方大石压埋一大半，
挖机驾驶员的下半身被山顶滚落大石牢牢卡住。尽管被困
人员当时意识还比较清醒，但时不时滚落的碎石在不断地
提醒在场人员，
意外随时可能降临。
现场指挥员当机立断，向分指挥中心汇报情况，请求调
集挖机现场协助救援，同时在现场为驾驶人员做好保护措
施，并设立安全员时刻观察山体情况。救援挖机到达现场
后，很快便挖开了事故挖机周边的大石，但被困人员所在位
置狭窄，
大型救援设备无法展开救援。
时间就是生命！消防指战员们一边和被困人员交谈，
让
他继续保持清醒，
一边用液压扩张器撑开挖机驾驶室门，然
后用铁铤、撬棍甚至双手小心翼翼地清理压在被困人员身
上的碎石。经过消防队员十五分钟的紧急救援，
被困人员终
于被消防指战员们挖了出来。一名消防员立即背起被困司
火速送往 120 急救车，
由 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事故挖机驾驶人员已脱离生命危
险。具体的事故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公益创投 为社区健身助力
记者 王晶
本报讯 小球在绿荫上轻轻滚动，
一旁围成圈的“观众”全神贯注，一
个进球让老人们激动不已。日前，我
区公益创投 《
“乐动乐康”社区老年人
健身服务项目》 东门社区门球邀请赛

开赛了。
此次活动共有 12 支社区队伍 180
余人参加。赛场上，青龙社区队 88 岁
的选手陆关校，呼号进场后续击四杆
将白球闪击界外，自球进二门，落点
三门一号位，全场为之叫绝，开心的
笑声盈满全场。经过 24 场的角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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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里社区、苕溪社区、锦潭社区获得
一等奖，新民里社区、东门社区、万
马社区获得二等奖，其它各队获得三
等奖。
据悉，杭州市临安区公益创投
《
“乐动乐康”社区老年人健身服务项
目》 计 划 有 三 个 落 地 点 ， 分 别 在 临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湖光山社 2#,湖光山社 3#,湖光山社 12# 变,湖光山社 6#,湖光山社 4#,湖光山社
1、停陈坞 V763 线湖光山社 1# 变分线 1# 杆开关以
10# 变,湖光山社 1#,湖光山社 11# 变,湖光山社 5#,湖光山社 8# 变,湖光山社
后；2、停陈坞 V763 线六合分线 1# 杆开关以后；3、
1# 专变,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4# 基建变,湖光山社 7# 变,湖光山社 9# 变,
停陈坞 V763 线湖光山社 1# 变分线 2# 杆湖光山社
11 月 18 日 6:50—8:10
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6# 基建变,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2# 基建变,湖光
1# 变进线间隔开关以后；4、停陈坞 V763 线六合分
山社 2# 专变, 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5# 基建变, 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线六合站备用 G6 间隔开关
1# 基建变,湖光山社 3# 专变,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3# 基建变
1.停笑岭 V750 线 K19 环网柜 G2，G3 间隔开关。 2.
停笑岭 V750 线 32# 杆 7505 开关；3. 停笑岭 V750
线青山湖玫瑰苑 K 开闭所 I 段 G1 进线开关；4.停笑
11 月 18 日 7:10—13:00
无
岭 V750 线青山湖玫瑰苑 K 开闭所 I 段 G4 青山湖玫
瑰苑 K1 分线开关；5. 停笑岭 V750 线青山湖玫瑰苑
K1 开闭所 I 段 G1 进线开关
湖光山社 2#,湖光山社 3#,湖光山社 12# 变,湖光山社 6#,湖光山社 4#,湖光山社
1、停陈坞 V763 线湖光山社 1# 变分线 1# 杆开关以
10# 变,湖光山社 1#,湖光山社 11# 变,湖光山社 5#,湖光山社 8# 变,湖光山社
后；2、停陈坞 V763 线六合分线 1# 杆开关以后；3、
1# 专变,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4# 基建变,湖光山社 7# 变,湖光山社 9# 变,
11 月 18 日 16:00—17:10 停陈坞 V763 线湖光山社 1# 变分线 2# 杆湖光山社
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6# 基建变,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2# 基建变,湖光
1# 变进线间隔开关以后；4、停陈坞 V763 线六合分
山社 2# 专变, 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5# 基建变, 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线六合站备用 G6 间隔开关
1# 基建变,湖光山社 3# 专变,浙江新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3# 基建变
1. 停玫瑰 V761 线 K20 环网柜 G2，
G3 间隔开关。 2.
停科临 V771 线 34# 杆 7712 支线开 关；3. 停科 临
V771 线青山湖玫瑰苑 K 开闭所 II 段 G1 进线开关；
11 月 18 日 12:30—18:20
无
4.停科临 V771 线青山湖玫瑰苑 K 开闭所 II 段 G5 进
线开关；5. 停科临 V771 线青山湖玫瑰苑 K1 开闭所
II 段 G7 进线开关；
1.停笑岭 V750 线 K23 环网柜 G2 间隔开关 2、停科
11 月 19 日 8:30—11:30
民主村老虎山公变
临 V771 线老虎山分线 22+1# 杆老虎山公变令克
停斜阳 V221 线研里分线 53# 杆研里里村 2# 公变低
11 月 19 日 07:50—08:40
研里里村 2# 公变低压 1000 线
压 1000 线漏保
11 月 19 日 8:40—14:30

停斜阳 V221 线研里分线 46# 杆令克

研里里村 2# 公变低压 2000 线

11 月 19 日 4:30—15:20

停斜阳 V221 线研里分线 53# 杆研里里村 2# 公变低
研里里村 2# 公变低压 1000 线
压 1000 线漏保

11 月 20 日 8:30—11:30

1. 科临 V771 线改线路检修；2. 停笑岭 V750 线广发
无
站 7502 开关

安、於潜、昌化实施。临安落地点由
区民政局主办，锦城街道东门社区和
区门球运动协会实施。据活动负责人
介 绍，门 球作 为适合 老 年人的 运 动，
将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更好地走进社
区，进一步推动社区老年人健身活动
的开展。

日前，高虹镇中心幼儿园开展秋游活动，孩子们用手中的
画笔画画，并将一幅幅画好的禁止乱扔垃圾的“童画”挂在高
虹镇健康公园的树枝、树叶上，倡导大家共同保护美丽大自
然。
记者 方远明 通讯员 童聪 摄

杭州市临安区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缴费通告
根据《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临安区实施细则》
（临政函[2018]51 号)有关规定，现将 2021 年城乡居
民医保参（续）保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
参（续）保对象
1. 本区户籍，未参加本区职工医保、异地基本医
疗保险（大学生医保）的人员（以下统称城乡居民）。
2. 非本区户籍，在本区中小学校就读，且其父母
一方已参加本区职工医保的中小学生，以及在本区居
住、其父母一方已参加本区职工医保且累计缴费满 3
年的学龄前儿童。
二、
缴费标准
1. 个人缴纳每人每年 600 元。
2. 持有效期内本区“特困证”
、
“ 低保证”、
“ 残保
证”
、
以及二级以上“残疾证”的人员和重点优抚对象由
政府全额补贴。
3. 持有效期内本区“低边证”的人员，其个人应缴
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一半。
三、
缴费渠道
1. 已办理银行委托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的，应及
时将足额资金存入委托扣缴账户中，
以确保扣款成功。
未办理银行委托扣缴事宜的，可至临安区农商银行各

网点办理委托扣缴事宜。
2. 通过支付宝搜索“浙江税务社保缴费”
，进行自
助缴费。
3. 通过微信搜索“浙江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进
行自助缴费。
4. 登录“浙江省电子税务局”
，点击“城乡居民社
保费缴纳”模块，
进行缴费。
5. 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和银行卡至
办税服务厅自助机进行缴费。
四、参保缴费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逾期未参保缴费
的，经本人申请，可补办当年度参保缴费手续，并在缴
费满 6 个月后方可享受当年度剩余月份的城乡居民医
保待遇。
税务窗口:63730625
医保中心：63722512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临安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临安区税务局
2020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