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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华坤）记者
昨天从人保财险余姚支公司获悉，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蔬菜供
应的影响，确保我市地产叶菜类蔬
菜有效供应和菜农收入稳定，余姚

人保财险作为我市政策性农业保险
首席承保人，推出了政策性叶菜类
蔬菜价格指数保险。截至3月11
日，我市共承保47户菜农，合计
500余亩，提供161.37万元的风险

保障。
根据相关政策，种植5亩（含）

以上青菜、小白菜等叶菜类速生蔬
菜的农户即可参加该保险，保额每
亩3000元，保费每亩300元，其

中宁波、余姚两级财政补贴95%，
农户自交保费15元/亩。保险期限
为2月15日至3月31日，合同约
定保险价格为2.94元/公斤，止赔
价格为2.34元/公斤，产量1500公
斤/亩。在保险期内，由于市场价
格波动造成蔬菜平均离地价格低于
约定的保险价格时，保险公司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该保险险种为广大菜农安心投
入生产吃下了“定心丸”，为我市
叶菜市场的有效供应提供了充足的
保障。

积极应对疫情给蔬菜生产带来的影响

人保财险推出政策性叶菜类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朱佳镒）近日，兰江街道发展
服务办启动沿街商户复工检查，重
点关注防疫物资储备、清洁消毒等
情况。

随着辖区沿街商户逐渐复工复
产，兰江街道坚持“预防为主、安
全第一”的方针，由街道发展服务
办牵头兰江市场监管所、第三方检
查机构，对沿街商户进行靶向式检
查、地毯式巡查，确保复工商户完
成属地备案，并严格按照《承诺
书》《企业复工防疫十项导则》落
实防疫措施，履行主体责任。同

时，有序引导沿街商户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尽快恢复正常营业
秩序和功能。目前，兰江街道已累
计检查沿街商户169家次，指导个
别商户完成备案，责令3家“负面
清单”商户停业。

下步，兰江街道将继续加大沿
街商户复工检查力度，抓细抓实各
项防控措施，密切关注从业人员的
流行病学史和健康状况；对疫情防
控文件不齐、不明、不足，以及现
场杀消、通风保障、疫情防控宣
传、监测不到位的商户予以及时提
醒，并提供指导和培训。

兰江街道开展沿街商户复工检查

本报讯（记者 张云霞 通讯
员 龚利波）“您好，我们是余姚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这是我们
的警官证。我们正在办理一起以售
卖口罩为由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因你在广东，现对你进行远程
讯问。”近日，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三七市派出所、法制大队民警
在全程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利用钉
钉软件对一名在广东揭阳的取保候
审人员李某进行远程讯问。

随后，李某通过线上笔录核对

确认，整个取证工作顺利完成。经
民警宣传教育，目前，李某已通过
线上方式赔付了赃款。这是市公安
局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依法对一
起虚假出售口罩案件开展“云办
案”，努力做到疫情防控和依法办
案两不误的一个实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因提
审风险大、取证路程远、办案成本
高等难题，给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带
来了新的挑战。对此，市公安局创
新运用“云办案”模式，民警利用

现有即时通信软件，与案件当事人
进行视频连线，开展线上取证工
作，办案成本更低，执法更安全，
取证更便捷。

目前，市公安局依托“云办
案”模式，对集中医学观察人员开
展询（讯）问取证，同时还对诈骗
案件、P2P案件及取保候审人员开
展远程取证。截至目前，已完成
23名取保候审人员的远程取证工
作。该局还与市检察院、市法院
对接，就取证过程中涉及的场景

确认、当事人权利保障、询（讯）
问提纲嵌入、笔录双轨核对等重
点环节予以明确，充分保证证据
效力。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疫情期间
办案新举措，细化操作流程和执
法规范，创新办案机制，提高办
案效率，将‘云办案’运用到更
多的执法办案中，为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市公安
局法制大队综合室副主任施均杰
说。

创新办案机制 提高办案效率

市公安局“云办案”破解涉疫执法难题

本报讯（记者 陈振如 通讯
员 翁维维）昨天，丈亭镇寺前王
村妇联主席陈建月上班的第一件
事，就是拿上额温枪，一户一户给
村里的居家健康观察人员测量体
温，并对他们进行健康宣教和居家
防护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丈亭镇村两级妇联干部投身战

“疫”一线，开展入户排查、劝导
宣传、卡口值班等各项工作。

当好“宣传员”，增强群众疫
情防控意识。徐红波是半岙村的妇
联主席，从大年三十开始，她就进

入了“连轴转”的生活状态，发放
《告市民书》、张贴防疫宣传海报，
劝导群众不走亲访友，引导群众科
学抗疫。在徐红波的随身包里，有
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她
每天排摸登记的外来人员相关信
息。由于半岙村外来人员较多，超
负荷的工作让她病倒了。可在家休
息了半天，她又挨家挨户上门排查
去了。

当好“守门员”，严把村庄道
路卡口“三防”关。2月1日，丈
亭镇各村（社区）开始在进村道路

或小区入口设置防控卡口，严查进
出车辆和人员，切实做到防输入、
防扩散、防输出。在龙南村防控卡
口，人们总能看到村妇联主席胡燕
娜忙碌的身影，对过往人员逐一测
温、登记，并提醒他们加强自身防
护，少出门、不聚集。汇龙村仁和
桥有一个24小时防控卡口，村妇
联主席陆美仙除了和志愿者一起轮
流值守，还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每天
给卡口志愿者送点心。

当好“服务员”，做好居家隔
离人员生活帮扶工作。钟美华是三

江社区的妇联主席。1月26日凌
晨2点，钟美华得知湖北随州的王
青莉、王青艳姐妹两户人家6个人
从老家回到了该社区瓦窑新居的出
租房。于是，她立即联系卫生院工
作人员赶到了两姐妹家中，为她们
家人量体温、消毒、告知注意事
项，并让他们居家隔离。为了保证
他们居家隔离期间生活不受影响，
钟美华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
时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帮他们代
购生活物资，并每天上门收集他们
的生活垃圾。

丈亭镇村两级妇联干部投身战“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 曹婷婷 通讯
员 王昊）疫情防控不停歇，春时
农耕不等人。3月11日，一支由
市委组织部、市信访局、市统计
局、小曹娥镇联合组成的37人党
员志愿服务队，来到小曹娥镇龙民
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展“战疫情 保
春耕”志愿服务活动。

在联系走访过程中，党员志愿
服务队了解到这段时间龙民蔬菜专
业合作社缺人手，特别是60余亩
芥菜急需收割。于是，党员志愿服
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在宣传防疫知
识的同时，帮助合作社收割芥菜。
当天，该服务队共收割芥菜2500多
公斤，有效缓解了合作社因疫情影
响造成的春耕人手不足问题，切实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对此，龙民蔬菜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杜国明非常感激，他说：“受
疫情影响，合作社的外地员工还没
全部到位。好在镇里组织了志愿者
来帮忙，解决了我一部分用工困
难。真的很感谢。”

“现在姚北地区蔬菜开始大面
积收割，许多种植大户、合作社面
临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我们下沉干
部帮忙收割蔬菜，也是尽我们应尽
的责任，为农户出一份力。”作为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市信
访局副局长顾春雷告诉记者，接下
来，他们还将会同“孝美曹娥”党
员志愿服务队持续助力农户春耕备
耕工作。

小曹娥镇开展“战疫情保春耕”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昨天
上午，在大隐镇金吾庙茶厂的茶园
内，色泽翠绿的早茶嫩芽已经结满
枝头，10 多名采茶工正忙着采
摘。茶园负责人罗小红告诉记者，
目前采摘的这批茶叶品种是中茶
108，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外地采
茶工还未返回，主要由本地采茶工
采摘，因为气温还不是很高，本地
劳动力尚能满足采摘需求。

金吾庙茶厂共种植了300余亩
茶叶，品种有乌牛早、中茶108、
龙井 43 等绿茶，还有部分黄金
茶、白茶，以往需要450余名外地
采茶工采摘。今年春茶开摘后，为
了尽可能多采收，金吾庙茶厂错开
各品种茶叶的采摘时间，先组织本

地采茶工采摘成熟早、面积小的茶
园。最早采摘的是乌牛早，目前已
经采摘完毕，从3月 10日开始，
采摘中茶108，一天的鲜叶采摘量
在30公斤左右。

据罗小红介绍，目前茶厂雇用
的采茶工都是章山村的，进茶园前
要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措施。随着天气逐渐转
暖，黄金茶、白茶即将开摘，采茶
工的需求量增大，他们将及时做好
外地采茶工的返岗工作，目前已经
联系了30余名安徽籍采茶工，准
备包车去接，并给采茶工办理好相
关手续，大概再过十几天，等这些
工人到岗，就可以保证春茶的采摘
进度。

大隐镇克服疫情影响抓紧采摘春茶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近
段时间，余姚首创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加大污水智慧化农污运维平
台值守力度，远程监控我市农村
生活污水运维系统，助力疫情防
控工作。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疫

情期间，我市农村生活污水量常
常接近或超过负荷。对其中的119
个农村生活污水场站、864个农村
生活污水泵站，运维方余姚首创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创新“云诊
断”，即依托“智慧平台”，开展
远程视频巡查。比如，重点查看

站区环境、人员进出、设备运行
情况等，现已累计远程调控解决
故障报警15件；对长时间超负荷
运行水泵进行定期切换，对人员
误闯误入进行在线喊话等，减少
人员外出，有效降低疫情感染风
险；通过大数据对以往故障点、

故障频次等进行综合分析，对容
易出现故障的地方进行警示标
注，指导运维人员有针对性地开
展巡检养护；借助导航系统发起
故障定位，帮助应急维修人员迅
速、准确找到故障点，提高运维
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余姚首创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利用泵站、终端
站区 （人工湿地）调节池自控多
级联动功能，实现区域动态液位
控制、串联片区应急调蓄，疫情
期间有效开展6次远程调蓄，缓解
或杜绝污水超负荷运行导致的外
溢，确保农村生活污水运维安全。

运维难题“云诊断”

我市智慧化农污运维平台助力防疫

◀随着天气转暖，
我市平原地区油菜花竞
相开放，引来养蜂专业
户“落户”花田。昨天，
阳明街道姚驾桥村的蜂
农顾和安正在油菜花田
里放养蜜蜂。

通讯员 朱剑庆摄

近日，阳明街道新城市社区志愿者正在新城市花园门口进行交通引
导。为确保上下班高峰期车辆有序通行，新城市社区各防控卡口在上下班
时段增加了志愿者人数，在加大防疫力度的同时，积极做好交通引导工作。

记者 张敏摄

昨天，市电信部门员工正在紧急抢修凤山街道九垒山段网络线路。该
网络线路用户超过200户，前段时间因承载光纤的钢缆断裂导致集群光纤
下坠，部分用户受到影响，电信部门迅速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抢修。

记者 张旭东摄

开展交通引导开展交通引导

抢修网络线路抢修网络线路

油菜花开油菜花开

养蜂忙养蜂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