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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吐槽“早餐没地方买，上下班打车贵”

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

记者调查：节后上班第一天的“阵痛”
假到用时方恨少，春节长假在一场雪中结束。昨
天，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很多人还沉浸在春
节的氛围中缓不过神来。对于上班族来说，多少有段
“节后阵痛期”：上班早高峰，打车成了难题，预估价也
比平时多了几块钱；饭点一到，
“温饱”又成了难题，翻
遍“美团外卖”
“饿了么”等各大外卖平台，正常营业的
商家就这么几个，配送时间比平时也慢了。
让人欣喜的是，这段时间农贸市场的供应还算正
常，记者走访的多家农贸市场，都是一幅热热闹闹、物
丰食足的场景，各类时令蔬菜供应充足。
昨天，记者上街头进行走访调查，随机采访了几
位市民。
记者 杨荣

上班族：节后第一天“温饱”成难题
“现在，买个早点都找不到地方。”昨
天，沈女士来到常去的一家早点摊，发现
关门了，走了整整一条街，也没发现卖早
餐的店，只得饿着肚子上班。
“ 春节期间
每天睡到十点，基本上都是早饭午饭一
起吃，所以根本不知道这些早餐店没开
门。”沈女士说，
“上班第一天差点因为买
不到早餐迟到了，下班后一定要去附近
的面包店备些
‘干粮’。”
好在有些商家仍在经营，但外卖迟
迟不能送达也让人有些着急。刘先生向

专职外卖员：一般每天能送出 80 多单

记者吐槽，前两天他通过某外卖 App 点
了几杯奶茶，眼看订单预计送达时间快
到了，可显示外卖员还未出发送货。刘
先生前后接到外卖员打来的两通电话
说，奶茶爆单了，他在现场排队，不能准
时送达。最终，刘先生点的奶茶延迟了
半个小时才到他手上。
昨天，记者从该外卖 App 上也点了
3 杯奶茶，从商家接单到送货，外卖员准
时将奶茶送达。
外卖员姓刘，25 岁，安徽人，还没有

乘客：
出租车网约车都要等，路不加量却加价
昨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市
民毛女士一早赶着去单位，通过某打车
软件叫了一辆快车，显示预估价要 15
元，比平时高出 3 元。一路上车况还可
以，毛女士觉得可能到不了预估价，但下
车后发现付款页面比预估价还高出了
0.5 元钱。也就是说，平时这段路打车基
本在 12 元左右，而昨天要支付 15.5 元，
比打出租车还要贵。
李女士春节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一趟

成家。今年过年，他没有回家与家人团
圆，想多送几单多赚点钱。小刘说，他不
是专职外卖员，每天接 20 多个订单，能
赚个百来块钱。
“现在很多单位恢复上班了，外卖员
正陆续赶回来工作。”小刘说，春节期间
有很多店铺都关门了，大家都习惯在家
吃，交易量相比平时会有所下降。但有
些店铺生意比较火爆，一般专职外卖员
一天都能送出 80 多单，能赚好几百元。
据了解，从除夕到初三，全国一共有

17 万个“饿了么”骑手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在除夕夜，
“饿了么”有 7658 个订单
送到了医院急诊室，5346 个订单送到了
派 出 所 ，3630 个 订 单 送 到 了 交 警 队 ，
4895 个订单送到了环卫站，4479 个订单
送到了消防队。
除了外卖，这个春节，快递也不打
烊。春节期间，天猫“春节不打烊”送货
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
杭州、广州、深圳、成都、苏州、武汉、天津
和宁波。

网约车司机：最多一天接了 38 单，赚了 1300 多元

北京，年初六晚坐高铁回杭州东站。本
想坐出租车回临平的，但排队等车的人
实在太多，所以李女士最后带着孩子选
择坐了最后一班从杭州东站到临平南站
的地铁。回到临平时已近 0 点，李女士
就地打车回绿城蓝庭，
“ 滴滴出行”的页
面显示，
“ 快车”和“优享”的排队人数都
在二三十人左右，分别需用时 47 分钟和
36 分钟。天下着雨，两个孩子在寒夜里
被冻得瑟瑟发抖，无奈之下，李女士叫了

出租车，并以 2 元为单位叠加红包，一直
加到 10 元红包后才打到了出租车，李女
士坐上车才舒了一口气。
张先生告诉记者，打车难主要集中
在大年初三之前。初二那晚，他和家人
在外吃团圆饭，因为要喝酒选择了打车
出行，出租车和网约车都要排队一小时
以上。无奈之下，张先生和家人只能从
世纪大道徒步走到了余之城。
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通过网约

车软件打车，春节期间要额外给司机一
定的服务费。
关先生是安徽人，在临平工地上承
包水泥工种。春节期间，他回家与家人
团聚，年初二就回了临平当起网约车司
机。关先生说，因为很多网约车司机都
回家过年，那几天生意特别忙，每天的订
单都接不停。他细算了一下，最多的一
天他大约接了 38 个订单，赚了 1300 多
元。

商家：
大部分农贸市场摊主没打烊，小吃店小饭店一般会在年初八到年十六期间陆续开门
凌女士家住星桥擎天半岛，之前买
菜基本在太平家园附近的小型菜场，但
年前这里的蔬菜摊位陆续关门，只剩下
一个水产摊位。在菜场附近还有两个
超市，过年期间只有零星的肉类供应，
她不得不跑到星桥农贸市场买菜。
“春
节买菜真当难啊，冰箱里都塞满了，可
水产蔬菜还是要买新鲜的。”凌女士说。
昨天，记者走访了临平城区的几个

农贸市场，看到许多摊主都没有歇业，
忙的时候基本停不下来，只有到临近中
午时才能偷个闲。采访期间，记者了解
到，有些外地摊主为了多赚些钱，放弃
了春节回家团圆，有的摊主年二十九赶
回家，吃了顿团圆饭就回来做生意了。
走 进 中 山 农 贸 市 场 ，记 者 放 眼 过
去，满眼都是绿色的蔬菜。摊主张先生
是本地人，他说，春节期间整个菜场都

没有打烊，他也早早备足了蔬菜。
“ 虽然
是春节，但蔬菜价格较之前并没有多大
差别。”张先生说，与往年相比，今年春
节期间蔬菜的销售量不是很理想。
采访期间，一位女士正在大量地采
购茄子、娃娃菜、芹菜等蔬菜。她告诉
记者，她开的饭店就在菜场附近，因为
饭店平时都不休息，春节期间特意放了
几天假。
“ 明天开门了，我先来备足蔬

菜、肉类。”这位女士说，虽然开门了，但
服务员还没有上班，这两天都是家人先
过来帮帮忙。
昨 天 ，记 者 从 星 桥 一 路 驱 车 到 临
平，观察到很多小吃店、小饭店处于关
门状态，有些店家在大门上贴了年后的
开门告知，
以免消费者白跑一趟。
记者从走访中了解到，从年初八到
年十六期间，这些店会陆续开门。

巧做“加减乘除”
“混合运算”精准发力做好整治

乔司永西村全域基础环境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 （记者 范建荣 通讯员 林贤
琴） 乔司街道永西村始终紧抓环境整治
这根主线，做好全域环境整治“加减乘除”
法，精准发力，全力做好全域基础环境整
治工作的“混合运算”。经过一年来的“刮
骨疗伤”，永西村主要道路两侧实现了外
观上的旧貌换新颜。
善做“加法”，以“红黑榜”自加压力。
永西村建立全域环境整治“红黑榜”，强势
推进全域基础环境整治工作。全村 18 个
村民小组，每个组的问题点位都由村卫生
监督员与全域环境整治专职工作人员及
村民、组长、网格长三方对接，沟通整改方

案和整改时间，并拍下整改前的照片，期
整改工作。2018 年，全村共计完成册内拆
间在微信工作群发布整改照片，哪个组整
除不雅观建筑 234 宗、11381 余平方米。
改到位，哪个组整改不及时，一目了然。
勤做“乘法”，以宣讲借力提速。通过
每个组按照销号表倒排计划，直到整个组 “幸福永西”公众号，开展系列宣传，推送
全部点位整改完成。
整治中的“美丽永西人物”，线上助力“美
巧做“减法”，拆除不雅观建筑。该村
丽余杭”建设。党员在参与环境集中整治
结合区街拍摄点位及自查自排摸出各类
的同时，对辖区新老居民群众开展入户宣
点位问题，汇编成《永西村全域基础环境
讲。村里统一印制《全域基础环境整治告
整治问题点位排查表手册》，逐一绘制“拔
知书》。全域环境整治包括哪些内容？建
钉”攻坚表，逐一明确整治方式，以网格为
材如何回收？
“赤膊墙”怎么处理？……发
单位，按照先重点后一般，边排查边整治，
放的宣传单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党员上门
排查一处整治一处的原则，组团联村干部
也讲得明明白白。通过党员向联系户一
一起，开展全方位、地毯式的排查和拆除、
对一上门宣传的方式，让群众知晓并从自

身做起，主动积极地参与环境整治，逐步
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
良好氛围。
擅做“除法”，消除推进阻力。对于工
作中遇到的“老大难”问题，永西村通过借
势借力，消除各类工作阻力。如：有一些
不雅观建筑、彩钢棚等已经建造多年，用
来存放杂物，劝拆工作一直存在较大难
度。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走访查看，摆事实
讲道理，耐心劝拆攻坚。如：16 组不雅观
建筑点位，组长、党员和网格长多次上门
和农户进行解释，使农户放下情绪，主动
配合拆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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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销售起止日

起点金额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

每周三至至下周二

1万

188 天

4.75%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每周三至下周二

30 万

91 天

4.75%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123 天计划

每周一至周五

5万

123 天

4.53%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184 天计划

每周三至下周二

5万

184 天

4.43%

非保本浮动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93 天计划

每周三至下周二

5万

93 天

4.41%

/较低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389 天)

每周一至周五

1万

389 天

4.45%

代发专属

T+1

1万

90 天

4.4%

天添盈增利 1 号净值型理财

T+0

1万

无固定期限

4.12%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2

产品类型/风险

注：理财销售日期及收益率按每期发行公布为准

微光电子引领
企业党建与发展齐头并进

本报讯 （记者 杨嘉诚 通讯员 陶玲燕）
近日，位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杭州微光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正式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微光电子党
委书记何平表示：
“ 我们将以‘党建入章’为新
起点，在新年里奋力开创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
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新局面。”
去年 5 月，
“上市企业党建红盟”正式成立，
以创新手段激发非公企业党建引领作用，努力
探索“党建入章”、党建工作标准、党建供给侧
改革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余杭将“党建入
章”作为深化上市企业党建工作的切入口，通
过创设“红盟顾问”
“红领破难”等载体，帮助企
业解决上市规范、专利申报、财务要求等方面
问题，进一步激发党组织内生动力，有效服务
企业高质量发展。
“上市企业是承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优化的重要力量，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蒋叶华表示，2018 年“上市红
盟”在“党建入章”上探索准备，在助力乡村振
兴上发挥作用，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障。
下一步，
“ 上市红盟”将继续推动“党建入
章”向区内其他上市企业及上市培育企业延
伸，培育一批党建强、发展强的“双强先锋”企
业，培养一支优秀党务红领队伍，凝聚一批高
端人才，以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带动创业创新，
实现上市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共振双赢，
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

黄湖民警徒步上王位山
救助被困游客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通讯员 孔佳琦）
前日，因雨雪天气导致地面结冰，富阳的汪先
生一家被困王位山。黄湖镇值班民警第一时
间徒步上山救援，并安排一家人在救援队员汪
建家中留宿，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汤年糕。
2 月 10 日下午 16 时左右，黄湖派出所接到
群众求助称被困在王位山。王位山海拔 700 多
米，上山的路是一条盘山公路。山上气温低，
路面已结冰，警车一旦失控非常危险，民警们
决定徒步上山。一个多小时后，大家发现汪先
生的车时，民警们早已脸冻得通红，手也冻僵
了。
据了解，汪先生一家三口被困在山腰处，
因车子打滑无法下山，人生地不熟。当他们看
到民警时，
才松了一口气。
考虑到路面结冰，天又黑，下山更危险，出
于安全着想，这家人被就近安置到救援队员汪
建家中留宿，等天气好转后再下山。一行人又
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汪建家中时天色已昏
暗。为了安抚汪先生一家，汪建烧了一锅热腾
腾的汤年糕，并为他们收拾了住处。
据汪先生说，原本打算趁着春节假期最后
几天去德清和亲友聚聚，导航为他们选择了一
条最优风景路线。王位山与德清交界，风景宜
人，空气清新，平时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不
过，因连日雨雪，山上温度较低且普遍出现路
面结冰现象，导致行车困难，这才被困山中。
汪先生表示，非常感谢黄湖镇值班民警和
救援人员的帮助。目前，汪先生一家已经安全
返回家中。
晨报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由于
近日雨雪天气持续，我区西部山区道路结冰现
象普遍，请提前调整好出行时间和线路，确保
安全第一。

寒假体验一下父母的辛苦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汤 水 根 沈 洁 漪 记 者
陈坚） 日前，南苑街道新梅社区和共建单位余
杭实验小学联合开展了学生寒假实践活动。
来自该校 501 中队的 11 名小学生用 7 天时
间，跟着各自的父母亲身体验了小区平安巡逻
员、环境清洁员、食品安全员、图书管理员、消
防检查员、文化宣传员等不同的工作，让孩子
们体会到平凡岗位的重要性以及父母工作的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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