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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资讯·分类
订版热线：67952072 67952077

小天地 大市场

《今日永嘉》推出便民资讯分类信息版块，商业信息
全年刊登将享受特别优惠。

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

本报讯 昨天，永嘉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县今日爱心
工作室、县燃气行业协会、县
锡盟能源有限公司、永嘉县
慈善总会楠溪驿站助农义工
队、巽宅镇壶山义工队联合
到巽宅镇原麻庄村开展真爱
到家“共享社·幸福里”志愿服
务关爱活动，为村民提供义
诊、理发、燃气入户安全检查
服务，并对困难户进行慰问。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出
现，村民家中燃气灶具的胶
管容易受热出现老化、脱落，
引发安全事故，为了提高村
民安全意识，减少用气安全
事故，昨天，永嘉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联合县燃气行业协
会、锡盟能源有限公司志愿
者们来到巽宅镇原麻庄村，
为村里的老人排查燃气安全
隐患、解决用气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宣传安全用气知识，
并免费更换老旧减压阀和胶
管。

在麻庄村文化礼堂，县
燃气行业协会志愿者们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演示，增
强村民的安全用气意识和事
故预防与处理能力。工作人
员向村民详细介绍燃气使用
不当的危害性、使用液化气
的注意事项、村民在使用液
化气过程中哪些部位容易出
现漏气、燃气设施的构造、报
废年限、使用注意事项等燃

气安全知识。
随后一行人来到村民家

里入户安全检查，在村民何笑
琴家，橡胶管子已用了多年，存
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马上换
上新的波纹管。波纹管具有
抗老化、耐高温、防脱落、耐腐
蚀、安装方便等特点，最主要是
使用寿命长久。

在活动现场，巽宅镇壶
山义工队现场为村民们分发
自己做的南瓜馒头。当天分
发出了近1000多个南瓜馒
头。一位刚从田里劳作回来
的村民说，喝着银耳红枣汤，
吃着南瓜馒头，很不错的搭
配。

活动现场还有免费理
发、量血压、免费分衬衫等。
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
动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让
老年人不出村就能得到实实
在在的便民服务，很接地气。

活动结束时，一行人还
慰问了麻庄村的30户困难
群众，其中为 8 户送上各
500元的爱心款，2户送上各
1000元。

据悉，永嘉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联合县燃气行业协
会、锡盟能源有限公司接下
来将陆续组织工作人员下乡
开展用气安全宣传，进一步
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免费为
困难户和孤寡老人更换软管
和减压阀。 记者 潘金花

本报讯 夏季受高温环境影响，机体排汗较多，导
致身体钠、钙元素流失过多，易引起困乏疲倦等症状，
特别是高速行车更容易让人迷糊发困，因此夏季成为
疲劳驾驶高发期。

近日，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因抛锚开着双跳灯停在
慢车道内，驾驶员下车检查车辆，1分钟不到，一辆半
挂车避让不急碰撞抛锚车，造成抛锚货车车厢被撞翻
在隧道内，引发交通堵塞。

温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
置，经了解：厢式货车驾驶员党某在途经事故地时由于
车辆爆胎抛锚，随后便下车寻找三角警告牌，停车49
秒后，彭某因长时间驾车身感疲劳，迷糊了一下就发生
事故，所幸党某快速跑开，未造成人员伤亡。

高速交警对彭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彭
某因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
任，并处罚款200元。

高速交警提醒：安全出行，拒绝疲劳驾驶！夏季昼长
夜短天气炎热，凌晨和午后是最容易犯困的时段，一定要
注意保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如行车过程中感到疲
劳，请及时进服务区或下高速休息。 通讯员郑光义

疲劳驾驶驶不得
迷糊一下酿事故

本报讯 近年来，各种网络
购物渠道逐渐增多，越来越多人
选择网络购物，但在网购时要擦
亮眼睛、多加留意，不然就容易
产生纠纷，甚至诉至法院。近
日，永嘉法院碧莲法庭就审理了
一起因通过微商购买月饼引发
的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案件，最
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
退还原告剩余月饼款1500元，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6000
元，两项合计17500元。

因经营鞋材辅料生意需
要，汤瑶（化名）常常逢年过节
向客户赠送小礼品维持良好关

系。2021年中秋前夕，汤瑶准
备像往年一样向客户赠送中秋
月饼，便不假思索地联系到连
续两年有供货往来的刘芯（化
名）。因为开始转移到微信平
台营销，刘芯主动添加了汤瑶
微信，并提出可主动邮寄样品
试吃。汤瑶试吃过后觉得不
错，便向刘芯预定了100份，毫
不犹豫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
刘芯支付了6600元的月饼款。

2021年9月18日，汤瑶收
到月饼后便直接给各客户寄
送。几天后，当她自己打开其
中一盒月饼时，却吓了一跳，发

现包装盒里的月饼早已腐烂生
毛，汤瑶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客
户提醒不要食用。汤瑶仔细查
看后发现这批月饼系三无产
品，包装袋上并无生产日期、生
产厂家及保质期等相关信息。
事发后，汤瑶多次联系刘芯协
商退款，但刘芯仅退还了5000
元。无奈，汤瑶起诉永嘉法院
碧莲法庭，要求刘芯退还货款
1600元，并赔偿自己66000元
及名誉损失费20000元。

汤瑶称，认为错寄腐烂礼
品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名誉损
失，给店铺经营造成了负面的

影响。刘芯则辩称，自家月饼
均为纯手工制作，并未添加各
类防腐剂，由于当时气温较高，
每天均温30多度，极易导致月
饼变质。由于汤瑶并未将所有
月饼退回，故并未全额退款，并
表示后续自己愿意适当赔偿。

经办法官与双方当事人耐
心沟通，向双方当事人详细了解
购买月饼的经过，分头倾听双方
诉求，明确争议焦点，同时在沟
通过程中向双方详细阐述经营
者、生产者与消费者责任，普及
法律法规。在经办法官调解下，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刘

芯退还原告汤瑶剩余月饼款
1500元，并赔偿汤瑶经济损失
16000元，两项合计17500元，
汤瑶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进行网
络购物时要提升辨别能力，尽量
选择正规厂家、正规渠道生产的
商品，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遇到产品问题要收集好相关证
据，通过合理渠道正当维权。生
产经营者要树立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意识，严格落实质量安全
管理责任，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依法依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特约记者 清溪

本报讯 连日来，本报记者
走访县城多地对不文明现象进
行曝光。昨天上午，记者再次
对前期所发现的部分问题进行
回访，发现整体有所改善，但依
旧存在或新发现不少小问题需
要及时整改。

昨天上午10点，记者首先
前往第一处回访点戈田村。在
经过下堡街时，记者发现道路
上靠农田一侧堆放了不少杂
物，包括塑料泡沫、废弃电动三
轮车等物件。住户汪女士表
示，泡沫板为住在这里的一位
环卫工人所有，汪女士表示会
在中午提醒对方及时将泡沫板
处理掉。继续往前，一处草坪
内可以看到一辆共享单车被随
意扔在草丛中，四周还散落着
些许垃圾。随后记者来到县职

业中学，看到校门口对面堆放
了不少废旧建材、轮胎等，与校
园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随后，记者来到戈田村，在
村内外侧道路上可以看到，三
个垃圾桶非常显眼地摆在路
旁，但是在垃圾桶旁边竟还有
一堆废纸、塑料泡沫，令人百思
不得其解。不过再往村里看
去，其余垃圾桶周边并没有这
样的情况存在。附近的小卖部
店主告诉记者，这条路的垃圾
桶在他印象里一般一天清理一
次，基本为早上清理。

不过记者也发现了，相较
于上次走访，村内通道有较大
改善，村民房前屋后也较为整
洁。与此同时，记者还对上次
发现较多问题的环城北路城西
御景园路段进行了回访，不过

在前往的途中，经过环城北路
与永兴路相交的路口时，记者
发现路边有着一大摊看似还未
清理完毕的生活垃圾散落在
地，四周放有“环卫作业”的指
示牌。最后记者来到环城北路
城西御景园路段，路边一处花
坛内扔了不少纸巾等细碎垃
圾。不过一眼扫来，该路段目
前路边整体环境较好，有较大
改善。

日前，我县出台《永嘉县全
域文明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正
式启动十大环境整治攻坚行
动，为2023年争创省级文明县
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打好
基础，各项工作正逐步推进，干
净整洁的环境需要所有人共同
去创造、去维护。

记者 郑璐璐陈艳红

本报讯 昨天上午，永嘉县职业中学2022年高考
志愿填报培训会暨优秀毕业生颁奖典礼上，永嘉恒升
村镇银行到会献爱心，为全校300多名毕业生提供行
李箱，以及为26名优秀毕业生额外提供“微心愿”礼
品。

典礼上，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董事长陈玉昆在祝贺
毕业生步入人生新旅途之余，为即将成年的学子普及
金融知识，如谨防电信诈骗、出借银行卡、网络贷、套路
贷等常见金融诈骗陷阱。而后为财会、计算机、工美专
业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及恒升礼品。

陈玉昆表示，恒升村镇银行之所以选择该校开展
活动，是因为对于永嘉县职业中学的学生来说，能考上
本科感觉更不易，所以来表示一点心意。借此机会，也
能在学生的成人时刻，使大家树立防骗意识，以便学生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作为注册
地在永嘉、纳税在永嘉、服务区域也只限于永嘉的县域
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恒升村镇银行在毕业之际，向
永嘉学生们心中播下一颗银行招贤纳士的种子。

永嘉县职业中学校长赵鹏程说，希望毕业生们有
朝一日，学有所成，具备更强的能力后反哺社会，力所
能及地伸出援助之手鼓励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奉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实习生沙一穗

网购到“三无”发霉月饼送礼，这损失商家怎么赔？

我“嘉”的银行牵手县职业中学
恒升村镇银行给优秀毕业生发礼品

炎炎夏日，
普及燃气安全知识
志愿者走进巽宅镇原麻庄村开展关爱活动

永嘉普高录取分数线公布
永嘉中学666.5分

根据《2022年永嘉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
生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现将我县2022年普通高中统
招录取分数线公布如下：

不文明现象曝光点“回头看”

整体改善 短板仍存

本报讯 昨天下午，由县
商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永嘉
县支局、县工商业联合会主办，
宁波银行永嘉支行承办的“凝
聚合力 纾困助企——直击外
贸人的心声”正式线上开播。
本次活动作为“强服务 促发
展”大主题背景下的第一次多
部门联合直播，向我县外向型
企业传达贸易便利化政策，落
实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小微企
业汇率避险政策，鼓励企业多
形式地参加境外展会，解决外
贸人心中的难题。

直播期间，国家外汇管理局
永嘉县支局为参加直播间的企
业带来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
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的相关红利

政策解读，在汇率管理保持中性
的前提下，政策为避险企业减轻
保证金的压力，同时贸易便利化
政策，为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
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及便利性。
截至5月末，共为外贸企业发放
贷款533笔，金额达17亿元。

县商务局推出多种形式鼓
励企业参展，包括线上、线下、
代展会等形式，同时也为新业
态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提供补
助政策，为我县区域内外向型
企业提供新的经营思路。县商
务局外经贸科科长胡志祥介
绍：“通过直播这样一种创新方
式，可以在做好政策解读宣传
的同时，做好与企业的互动和
交流，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

据了解，近两年，县工商联
着力于加强与职能部门合作，
凝聚合力、助企纾困。定期召
开“亲清直通车 政企恳谈
会”，一期一主题，加强政商互
动，助力企业解决重大发展难
题，牵头建立永嘉县民营企业
维权服务平台，与12345政务
服务热线相连接，畅通企业诉
求渠道，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次直播活动共有近400
家企业观看，人均观看时间30
分钟，互动留言超千条，点赞
近 3000次。我县多部门联合
首次尝试直播带“策”，为更多
的企业送去政策。县商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会定
期举办助企纾困带策直播，为

企业带来满满实惠的“干货”，
让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和了解到
最新的外贸政策、外汇政策，确

保各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
做到“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记者 胡丽凡

凝聚合力 纾困助企 直击外贸人的心声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直播带“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