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日
周日

晴到多云
6℃—18℃

13日
周五

阴有时有小雨
10℃—14℃

14日
周六

阴转多云
7℃—15℃

16日
周一

晴到多云
6℃—18℃

17日
周二

多云转阴有小雨
8℃—17℃

18日
周三

晴到多云
10℃—21℃

19日
周四

晴到多云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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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昨天一早，家住阳明街道方桥村
的毛大伯来到市农批市场，在卖笋的
摊位前，买了 1公斤左右的冬笋。

“买菜还是这里便宜，我之前还买了
小黄鱼，这些菜能吃两天。”毛大伯
说。记者从市农批市场工作人员处了
解到，进入3月份，该市场各种食材
供应充足，蔬菜迎来了“小阳春”，
不仅种类丰富，部分蔬菜价格略微下
降。

目前，菜蕻、鲜蚕豆是蔬菜中较
受欢迎的时令菜。菜蕻批发价每公斤
1.5元左右，鲜蚕豆批发价每公斤6
元左右。另外，和菜蕻同属叶类蔬菜
的小青菜批发价每公斤1.6元至3.2

元，日交易量6万公斤。昨天，土豆
批发价每公斤不到3元，日交易量
10万公斤；大白菜批发价每公斤2
元左右，日交易量4万公斤。

肉类价格比较稳定。昨天，该市
场白条肉批发价为每公斤 70 元以
上，腿肉批发价每公斤56元；一般
牛肉批发价每公斤90元左右，牛腱
子批发价每公斤96元；羊肉批发价
每公斤70元左右；白条三黄鸡批发
价每公斤12元左右……“肉类市场
价格保持稳定，今天生猪的进货量还
增加了10头，市场供应充足。”市场
工作人员说。

水产方面，小黄鱼和带鱼的批发
价均为每公斤50元至70元；鲢鱼批
发价每公斤七八元，鲫鱼批发价每公
斤18元左右，菊花鱼批发价每公斤
五六十元，鲳鳊鱼按照个头大小批发
价每公斤30元至90元不等，对虾批
发价每公斤70多元。“和上个星期相
比，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市场工作
人员说，“目前，整个市场运作平
稳，所以菜价和供应量不会出现大的
波动，请市民放心。”

■本报记者 朱从谷

“‘浙里办’APP下载好了
是吗？接下来进入首页，点击‘办
事服务’，找到‘部门导航’，在‘个
人办事’栏目下找到‘余姚市’，点
击‘市医疗保障局’……”3月12
日上午，市行政服务中心医保局
窗口工作人员汪雯雯接到市民方
先生的求助电话后，在电话里一
步一步指导方先生顺利办理了基
本医疗保险转移业务。这样，方
先生不用跑办事大厅，通过“线
上办”就完成了医保转移。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上班
至今，市医疗保障局共为参保群
众提供医保服务5707件，其中

“线上办”1876 件、“快捷办”
805件、“主动办”541件、“及

时办”1414件，非现场办理量占
总业务量的85%。

为了落实最严的疫情防控措
施，市医保局立足医保本职，推
行医保服务“四个办”，努力实现
业务办理“零接触”，既保证参保
群众在疫情期间及时享受各项医
疗保障待遇，又确保经办服务工
作平稳有序开展。

常规事项“线上办”。在疫情
初期，市医保局就开始推行医保
常规事项“线上办”，倡导各用人
单位和广大参保人员通过“浙里
办”APP非现场渠道，线上办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
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医疗费用零星报销等12项常
规医保业务，尽量实现少接触、
不接触。

紧急事项“快捷办”。疫情期
间，市行政服务中心医保局窗口
对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转外就
医、特殊慢性病患者配药刷卡、
异地就医备案人员临时回姚就
医、异地就医备案人员代配药等
紧急医保事项，一律推行电话办
理，安排专人值守。办事群众拨
打市行政服务中心医保局窗口向
社会公布的热线电话即可在线咨
询和办理业务。

特殊业务“主动办”。为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新增退休人员医保
待遇落实到位，市行政服务中
心医保局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数
据筛查，提前梳理当月退休人
员名单。因其中部分退休人员
涉及医保退休一次性补缴，窗
口工作人员每天根据社保中心

提供的已办理养老退休手续的参
保人员名单，核定医保缴费年
限，对不足缴费年限的参保人
员，计算好需补缴年限及补缴金
额后，主动电话联系参保人员，
确认其是否补缴医疗保险费。若
要求补缴，即告知两种补缴途径
供其选择：通过银行汇款转账
方式 （不见面直接办理）；预约
时间带银行卡到市行政服务中
心 1 号门外 POS 机刷卡缴费，
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人员流动
和聚集。

医保待遇“及时办”。为了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参保人员少跑
路，市医保局落实专人，及时为
符合条件的当月参保人员开通结
算待遇通道，保证参保人员就医
刷卡不受影响。

医保服务“四个办”努力实现“零接触”

市民王先生来电：
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

承租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店铺
关门不能正常经营。请问律师，这种
情况下，我们承租人可否以疫情为
由，要求出租人减免租金？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汪宇波律师解答如
下：

该问题需要根据房屋性质和影响
程度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承租人承租
了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就可按政府
相关文件规定，要求出租人减免房屋
租金。但是对于其他性质的房屋，除
双方另有约定之外，减免房屋租金并
非出租人的法定义务，需结合疫情防
控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影响、因果关

系，并考虑承租人所遭受的损害是否
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等因素综合评
判，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可
要求出租人减免租金：第一，如租赁
房屋的用途为用于生产经营，因明确
的疫情防控措施和政策（如被征用或
关停等）导致无法实现使用目的，可
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免除停止使用期
间的房屋租金。第二，如承租人仍继
续使用租赁房屋用于经营，但受疫情
防控影响导致收益明显减少甚至亏损
的，可与出租人协商依据情势变更原
则请求减少部分房屋租金。第三，如
承租人仍继续使用租赁房屋用于经
营，疫情并未导致其收益明显减少
的，一般不可请求减免租金。第四，
虽疫情防控影响房屋使用的便利，但
如承租人在疫情防控期间仍可继续使
用具有居住功能的租赁物的，一般不
可主张减免租金。因此，我建议承租
人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毕竟
出租人没有减免租金的法定义务。

■本报记者 胡瑾中
通讯员 朱剑庆

近日，阳明街道传出一个救
命善款被转捐用于抗击疫情的暖
心故事。49岁的员工陈功花罹患
胃癌晚期，在我市开办企业的江
西籍老板曾垚垚两次捐万元救命
善款给她，却两次被退回。最
后，这笔善款被转捐给了我市慈
善机构支援抗疫。

曾垚垚在我市开办了一家企
业，主要生产喷雾器、消毒液
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喷雾
器等防疫物资需求猛增。2月 5
日，曾垚垚带着春节没回家过年
的四五名员工，通宵达旦三班倒
生产。到3月8日，70多名员工
陆续返回到岗，他才松了口气。

这几天，一到吃饭的时候，
员工们端起饭盒，总会问起后勤
管家陈功花的近况。这些年，这
位陈阿姨一手包揽他们的中饭和
晚饭，普通的家常小菜，却也烧
得美味可口。但此时的陈功花，
正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接受
化疗。这位来自江西农村的家庭

妇女，2015年进入曾垚垚的公
司。此后，她相继把丈夫和儿子
也带到了这家工厂工作。

去年4月初，陈功花突发腹
痛，胃出血，遂决定回老家医院
去检查。曾垚垚安慰陈功花放心
回去，病看好了再回来。经检
查，医生说陈功花患的是浅表性
胃炎，无大碍。于是，陈功花在
家休养了一周就回姚上班了。到
12月初，陈功花胃痛又犯了。她
到阳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
查，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建议去
大医院看看。曾垚垚得知后，帮
她买好回家的车票，建议她早点
回去治疗。

不料，检查结果是胃癌晚
期，而且已经转移。陈功花叮嘱
儿子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
人。后经曾垚垚多次打电话询
问，方得知陈功花的病情。2月6
日，曾垚垚往陈功花儿子的银行
卡里打款1万元，给他母亲做医
药费。但这笔钱马上就被退了回
来。原来，陈功花决意放弃治
疗，说不想连累别人，这钱不能
收。

但是，曾垚垚并未因此而放
弃。他每天致电陈功花的儿子，
让其转达问候。终于，有一次，
陈功花答应跟曾垚垚通话。“不要
放弃，哪怕有一点点希望！公司那
么多人，还等着你回来做饭呢！”

听到此话，陈功花感觉特别
温暖，眼泪一涌而出，心情也略
感轻松，答应到上海治疗。

2月9日，曾垚垚再次将1万
元医药费打到陈功花儿子的银行
卡里，随后又被退回。这次，陈
功花说，她知道老板这些年一直
在做公益，现在是疫情期间，这
钱还是捐给一线抗疫人员吧。

其实，早在给陈功花汇款的
前两天，曾垚垚除了将总价值4
万多元的2000只口罩、2000余
瓶喷雾消毒剂等物资捐赠给阳明
街道姚驾桥村外，他还捐赠了矿
泉水、桶装泡面、八宝粥、大
米、食用油等价值1万多元的物
资，助力当地抗击疫情。同时，
他购买了价值7763元的日用生活
物资参与该村“红帐篷”爱心行
动接力。他还向阳明街道多个村
捐赠总价值超10万元的抗疫物资

和生活物资。
2月11日，曾垚垚尊重陈功

花的意愿，向市慈善总会阳明街
道分会捐赠3.05万元用于支援抗
疫。

曾垚垚说，他出生在江西的
一个小山村，小时候父母常年在
外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因家里穷，老师给了他很多照
顾，这让他一直很感激。读大学
时，他在学校成立爱心协会，帮
助了山区不少的孩子。创业以
来，他感恩公司每一位员工，一
直记得陈功花的好。这些年，陈
功花负责做饭，在工厂角落的空
地里种过蔬菜，圈养过鸡鸭，改
善员工的伙食。公司规模大了，
七八十名员工的中餐和晚餐，都
是她一个人在张罗。每天早上5
点就去买菜，工厂忙不过来时，
她还帮忙打包、发货……

令曾垚垚宽慰的是，经过他
和员工们的劝说、鼓励，陈功花
现在已走出恐惧，同意配合医生
好好治疗。曾垚垚打算等疫情平
稳，去上海探视，并把之前退回
来的医药费，再亲手交给她。

万元救命善款三次流转
——我市一企业主与患病员工的真情故事

减免租金不是出租人的法定义务
建议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

蔬菜迎来“小阳春”
肉类价稳供应充足

漫画 记者 邵天骊绘

阳明街道长安社区网格廉情监督员集宣传、联络、排摸、消毒等职能于一
身，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与社区党员干部、综管员、医务人员、街道联社
干部一道把好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图为网格廉情监督员王晓烽与综管员一
起上门为新来的外来人员进行信息采集登记。 通讯员 严锡利摄

网格廉情监督员投身疫情防控

双休日有好天气郊游踏青别扎堆
本报讯（记者 陈振如）今

天，我市天气为阴有时有小雨，
气温在10℃～14℃。市气象专
家表示，从明天开始，我市将迎
来晴或多云天气。而且，这样的
好天气将持续好几天。这意味
着，双休日的天气还是蛮适合郊
游踏青的。当然，做好防疫措施
还是必不可少的，更不要扎堆郊
游。

自3月7日入春以来，我市
气温比前期有所上升，春暖花
开的日子让人感觉越来越舒
适。气象统计数据显示，3月
7日至11日，我市平均气温达
到 了 12℃ ， 比 历 史 同 期 高
2.8℃。

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几天，
我市天气晴好，气温也比较舒适
宜人。预计，3 月 14 日至 16
日，我市的最低气温在 6℃～
7℃，最高气温在15℃～18℃。
当然，后期气温将继续上升，预
计最低气温在8℃～10℃，而最
高气温可能会上升到23℃。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春季气
温上升了，冬季的厚重衣物就可
以少穿了。有一句老话说——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其中，
“春捂”的意思，就是说春季气
温刚刚转暖，不要过早脱掉棉
衣。由于冬季转入初春，乍暖还
寒，气温变化又大，过早地脱掉
棉衣，一旦气温下降，就会难以
适应，使身体抵抗力下降，从而
导致病菌侵入，容易引发各种呼
吸系统疾病，以及春季传染病。
特别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依然严峻，人们更加不能掉以轻
心。

踏青赏花注意事项
本报讯（记者 陈振如）阳

春三月，踏青赏花。不过，人们
在出行之前，有些问题还是需要
引起足够重视。

首先，安全第一。一方面，
疫情当下，出门务必戴好口罩，
切记不要扎堆。同时，要做到安
全行车，不要开赌气车；另一方
面，要做好安全踏青。春天，花
草丛中更是蚂蚁成群、蜘蛛无
数，同时，冬眠了一个季节的各
类毒蛇也开始出来觅食了。因
此，踏青赏花一定要小心一些，
特别是带小孩子的，更要照看好
孩子，不要忙于拍照、发微信朋
友圈，以免小孩子将花草放入口
中咀嚼导致误食有毒花草而中
毒。

其次，要做到文明赏花，爱
护花草。不要动手摇花枝，更不
要折花枝，也不要钻进花草丛中
践踏花草拍照。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