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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责”

日前，温州西高速出口发生一
起 3 名重点地区来温人员企图用
本地车牌逃避防疫政策的事件。

事发凌晨 3 时左右，鹿城区温
州西卡口交通防疫专班人员正在
按照卡口防疫工作手册要求有序
查验车辆。此时，一辆豫牌私家小

汽车驶出温州西高速出口，经智控
预警系统提示，鹿城交通运输局现
场防疫人员代立超通过询问、扫码
查验等环节，确认车内 3 人属于需
要隔离的对象。由于 3 人不想被隔
离，于是在落地核酸检测后返程重
新上了高速。

近 3 小时后，这辆豫牌私家小
汽车重新驶出温州西收费站，但车
内 2 人并不是原先的 3 人。代立超
按照防疫检查流程对 2 人进行了

防疫检查，属于“两码”正常人员，
现场核酸采样后，予以放行。

随着豫牌车辆远离视线，代立
超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个车
牌为啥这么熟悉？带着疑惑，他查看
了信息登记表，发现这车牌已经是
第二次登记，于是立即将此事告知
了现场交警，由交警通知涉事 5 人
立即返回，由辖区派出所民警带离
做谈话笔录。

经了解，这5人是亲戚关系，后

2人一直是温州本地行程。原先3人返程
上高速后，来到永嘉高速服务区。后2人
开着本地浙C车牌赶到同一地点。随后，
两拨人调换车辆。后2人开着豫牌车辆来
到温州西高速口。原先3人开着浙C车牌
从其他高速出口下了高速，逃避了高速
卡口的防疫检查。

待相关当事人隔离期满后，公安部
门将进一步调查处理该事。

来源：掌上温州客户端

恶意逃避防疫政策，3人被查！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2022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组委会
获悉，原定于2022年12月1日-3
日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
2022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简称：电商博览会）延期举行，新
档期确定后另行通知。

电商博览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创办 12 年来，电商博览会诚
挚感谢一直以来始终参与、关注、
支持展会的所有同仁、合作伙伴，
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与坚守，成就了
现在的义乌电商博览会，我们也始
终致力于尽最大努力，为所有电商
同仁搭建一场安全有序并卓有成
效的展会，对于展会延期给大家带
来的不便，再次表示深切的歉意。

据介绍，电商博览会由商务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国
际电子商务中心、中国电子商会、
浙江省商务厅、义乌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本届博览会以“发展高
质量电商，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
题，设国际标准展位 2000 个，展
览面积 5 万平方米，包括数字贸
易展区、知名电商平台展区、跨境
电商展区、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展区、电子商
务服务企业展区、直播电商展区、
农村电商展区、品牌供应链展区
等 8 大展区，将集中展示国内外
最新的电子商务研发和应用成
果、最新的技术和产品服务以及
电商平台、金融服务、物流快递、
技术支持、数据服务、精品网店等
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服务。

2022电商博览会延期举办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又快又方便，比之前
更省事了。”“口罩不摘就能成功扫
脸，这识别功能太简便了。”获得居
民一致好评的，正是稠江街道锦都
社区锦都豪苑小区最近上线的“防
疫智控门禁系统”。

昨日，记者在小区门口看到，
一位刚买完菜的大妈经过门岗，
只要盯着行人通道上的摄像头看
一眼，便传出“xxx，绿码，核酸检
测 24 小时阴性”的提示声，门口也
随之解锁，两手拿着菜的大妈顺
利进入小区。当前，国内疫情形势

严峻复杂，守好社区“小门”尤为
重要。为此，锦都社区结合实际，
积极推进“防疫智控门禁系统”建
设，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小区精准
疫情防控。

和普通门禁不同的是，锦都
社区的“防疫智控门禁系统”接入
金华健康码和行程卡，通过人脸识
别的方式，区分出来义返义重点人
员。据了解，居民事先录好相关信
息，进小区时不用手机扫码，也不
用摘口罩，只要人脸对准“防疫智
控门禁系统”摄像头，就能在 3 秒
内完成身份识别，屏幕上即刻会
显示体温、健康码、核酸检测、疫

苗接种等信息，同时打开大门。此
外，还能对核酸检测超期人员、验
码异常人员等自动亮灯预警，推
送至后台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居民每天进出小区都需要
扫码亮码，尤其对不会使用或没
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亮码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锦都社区相
关负责人说，此前守好“小门”主
要是靠人员安排值班值守，对进
出入人员进行“一扫二问三查”，
这样不仅耗费人力，还存在一定
疏漏，现在“防疫智控门禁系统”
可以直接根据人脸识别自动查询
播报健康码、行程卡等信息，极大

减轻了防疫人力成本。
“自从有了这个智慧门禁，确实给

小区的防疫工作减轻不少负担。以前小
区的防疫模式是‘人防’，现在是‘技防’
和‘人防’相结合，有效弥补了单一‘人
防’的缺陷。”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锦都社区已在锦都豪苑小
区、社区办公楼和晶美公寓等地陆续安
装了“防疫智控门禁系统”，涵盖小区、
办公楼和出租型公寓，目前试运行效果
显著。接下来，锦都社区将在 16 家宗
地、15家公寓、3个小区全面铺开，以科
技的力量破解疫情防控人少手、人工查
验成本高等现实难题，助力社区守好

“小门”。

“数字哨兵”助力锦都社区守好“小门”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文/图

11月27日，义亭镇缸窑村“金米粒”
八婺共富·同心市集迎来了一批新产品，
吸引了大批游客“抢购”。这批新产品为
义乌市吾亭控股有限公司监制的月子红
糖伴手礼。

“有了监制，红糖品质得到了保障，
加上‘金米粒’市集的包装，作为来义乌
旅游的伴手礼最好不过了。”杭州游客
吴轩承手里提着几盒红糖产品往停车
方向走去。

据了解，该公司目前在早溪塘、西
楼、上胡、先田等村，通过监制和定制的
方式采购义亭红糖，要求出品的红糖在
口感、香味、品质方面必须达到标准，并
要求加工出来的红糖不允许蘸过麻花、
酥饼等食品，确保存放时长。

“这款红糖伴手礼，除了里面有2斤
红糖外，还配有枸杞、玫瑰、生姜等，可根
据自己的需求添加。”义乌市吾亭控股有
限公司负责人鲍福喜介绍，目前线上线
下齐头并进，已销售近千斤。

为什么旅客对这家公司监制的月子
红糖伴手礼这么信赖呢？

鲍福喜给记者揭晓了答案：原来义
乌市吾亭控股有限公司是义亭镇的“强
村公司”,今年6月成立，由义乌市五亭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及 22 个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探索强村富民
的新路径，蹚出一条有义亭特色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
“我们通过吾亭公司选好产品，经过同

心市集推介好产品，充分用好强村公司这
个共富平台，帮助村民增收致富。”义亭镇
新农办主任龚洪建说。

据了解，义亭镇强村公司成立后，还谋
划了一批前屋物流产业园、义亭夜市等共
富项目，开展美创园小微园管理、晶澳企业
用工服务等活动，寻找、推进义亭特色产
品，最大限度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

同样，“金米粒”八婺共富·同心市集
由义亭镇“强村公司”运营，旨在聚焦点亮
乡村旅游，促进缸窑村农文旅多元消费业
态发展。

点一杯纯米浆，品尝甜品和美食，挑选
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近日，“金米
粒”八婺共富·同心市集百种特色农产品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同心市集主要分为鲜米餐吧、特色农
产品展销区、米创工坊及“金米汇”直播间
四个区块。鲜米餐吧采用开放式餐饮模
式，为游客们提供大米健康系列文创、饮
品、小食。

市集的柜台展示了义乌三宝：红糖、南
枣和火腿，还有金华当地的各色农产品。例
如，义乌丹溪酒、磐安尖山镇生态龙井茶、
婺城区蒋堂镇的宜糖米、鱼吻米和富硒米，
义亭镇的义宝有机米，磐安县方前镇的富
锗米等各类特色大米。

“市集内的农产品都是原产地直接订
购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具有价格优

势。”该市集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场还提供
便利服务，游客可以选择邮寄到家。需求量
较大的游客下单后，由市集相关负责人直
接对接厂家，派送到游客指定地点。

“同心市集作为三地六镇共建‘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的展示窗口，将打造常态化
品牌直播活动、研学活动，为市集销售农产
品引流。”龚洪建说。

近年来，义亭镇持续推进“一村一策”，
扎实锚定各村集体经济增长点。截至目前，
全镇43个村居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50
万元，并涌现出了陇头朱稻虾轮作农旅项
目、先田年产值超1500万元的红糖基地等
一批强村富民的标志性成果。

接下来，义亭镇将以强村公司为共富
平台，进一步整合优质发展资源，实现多
方联动，通过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带动各
村抱团致富，树立一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典型，走出一条具有义亭特色的共同富裕
好路子。

义亭：共富路上多点“开花”结“富果”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龚盈盈
左翠玉 林晓燕

本报讯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市委宣讲团走进我市各镇街，
全面深入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基
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入脑入心，在基层落地生根。

11 月 23 日晚，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老干部局局
长丁小娟来到苏溪镇，用通俗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期间，丁小娟重点围绕“伟大变革”

“两个结合”“自我革命”等内容，分享
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同时还结合我市
的实际情况，与大家展开互动交流，希
望广大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并做到学以致用。

苏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苏溪镇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
绕市委“138”发展战略，锚定“孝义故
里 光明之都 港区新城”目标，扎实
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
义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苏溪样板。

11 月 24 日上午，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永明在
佛堂镇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王永明
围绕党的二十大主题、过去五年的工
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
务等方面内容，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行系统阐释和深刻解读，并结合意识
形态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心得和体会。

听完宣讲后，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宣讲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
富，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也有联

系实际的具体事例，对于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佛堂镇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深刻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各项工
作的强大动力。

11 月 21 日晚，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何显锋在大陈
镇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过程中，
何显锋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原文，结
合学习思考、联系义乌实际，从“修党
章 明方向”“选好人 谋发展”“树信
心 思赶考”3个方面进行宣讲。同时，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依法治国、国家
安全等内容，进行了深入阐释。宣讲内
容丰富，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富于
理论性、又通俗易懂，对大家深刻认识
和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起到了很
好的促进作用。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强自信、守正
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坚定不移
听党话，齐步奋进新征程。大陈镇将认

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昂扬的
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切实学出
思想方法、学出奋进动力、学出扎实成
效，为义乌锻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成功案例贡献大陈力量。

11 月 21 日晚，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杨立新在赤岸
镇与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感悟。杨立新围绕党的
二十大主题、主要成果，新时代 10 年
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
党等方面内容，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刻解读。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宣讲报告主
题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既有深
入浅出的理论阐述，也有联系实际的
具体事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赤岸镇
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在全面学习、全
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思
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
量凝聚到各项任务上，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
大力量。

市委宣讲团到各镇街开展宣讲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文明
办获悉，市行政服务中心等 7 个
窗口单位入选金华市首批有礼示
范窗口。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浙
江有礼·信义义乌”市域文明新实
践，发动基层群众和精神文明建设
基本单元力量，以积极践行“敬有
礼、学有礼、信有礼、亲有礼、行有
礼、帮有礼、仪有礼、网有礼、餐有
礼、乐有礼”等“浙风十礼”为主要
内容，全方位开展有礼单元建设，
着力推进“爱国爱乡、科学理性、
书香礼仪、唯实惟先、开放大气、
重诺守信”等六种时代新风在基
层的落地落实。此次获评“有礼示
范窗口”的有：义乌市行政服务中
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恒风

公交BRT（营运二）公司B1宾王
商贸区下行站台、恒风国际商贸
站、银都酒店、义乌国际商贸城购
物旅游区和义乌之心。

市行政服务中心牢固树立
“把方便带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
己”的服务宗旨，常态化开展“错
时延时”“帮办代办”等暖心服务，
累计开展时长 30135 分钟，服务
群众超2.2万人次；同时，通过加
强“好差评”闭环管理，营造“有
礼”办事氛围。在恒风国际商贸
站，公交站台、公交车成为宣传

“浙风十礼”的重要载体，将“行有
礼”等文明交通新风传播到城市
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市还
将继续培育、推选一批有礼单元，
在全社会不断形成“做文明有礼
义乌人”的浓厚氛围，不断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7个窗口单位入选
金华市首批有礼示范窗口

昨天，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我市持续开展浙江省化妆
品美丽消费“百千万”示范工程建
设。今年已初步建成1条示范街，4
家示范商场，27家示范经营单位。

据了解，浙江省化妆品美丽
消费“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即

全省建成100条示范街、1000家示
范商场、10000家示范经营单位，
旨在树立一批先进典型，逐步形
成经营单位承担主体责任、政府
实施精准监管、社会共治共管的
化妆品经营领域安全治理模式。

全媒体记者 刘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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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化妆品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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