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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心事

人保课堂

2020年中国人保“518客户节”如约
而至。本次客户节以“518致最可敬的
你，守护你我，保障幸福”为主题，开展

“贴心保障，人保送福”“复工必备，车主速
领”及指定产品限时回馈等一系列的特色
活动。

服务升级，守护你我

随着人们对健康保障诉求的增加，为
了满足大众的保险需求，中国人保对“人人
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产品及服务进行了全
面升级，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等专项服务，并
在原有免费医疗咨询、挂号导诊、住院费用

垫付等增值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7*24
小时在线问诊”服务，及时为用户提供医疗
话题科普与答疑。

同时，针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安全出行
的需要，特别推荐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
险、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人
身意外险全年加强版、代步工具组合保险
等保障产品，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保
险配置、选择不同的套餐。

感恩回馈，保障幸福

客户节期间，中国人保为了给客户带
来更多暖心服务，特别推出“贴心保障，人

保送福”活动，依托移动端小程序的便捷
性，用户登录“中国人保”小程序，即可免
费领取专属“福袋”，有机会获得惊喜。

除此之外，针对中国人保车险及驾乘
类意外险在保客户，开展了“复工必备，车
主速领”活动，客户登录“中国人保”微信
公众号，即可升级扩展其法定传染病健康
保险保障，享受更全面的保险保障，让客
户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

中国人保不断深化推进“保险+科
技+服务”模式，通过“中国人保”官网、微
信公众号、小程序、APP、企业微信、人保
V盟等线上服务平台，用户足不出户即可

享受7*24小时“0接触、0等待”的便捷保
险服务。

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等平台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中国人保客户节致最可敬的你，服务升级，感恩回馈！

农家妈妈自制、纯手工新鲜现做、农家传统
柴火粽……随着端午节的临近，粽子开始越来
越多地登上市民的餐桌。除了超市、餐饮店等
销售主战场外，今年各种网上自制粽子、社区群
里的手工粽子也显得比往年更多。由于价格相
比包装好的礼盒粽更有优势，且很多打出纯天
然、现场制作的招牌，这些手工粽子吸引了不少
买家购买。

在某购物平台上，自制粽子的卖家大多称：
粽子从选料到配料、包制、包装等，全由卖家或
其家人亲手制作，不少都打出了“妈妈”“奶奶”

“私房”手工制作的招牌。材料则宣称都是原生
态，质量可以放心，并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白
米、蜜枣、赤豆、咸蛋黄猪肉等，每个价格在3元
到8元之间。而超市里，同样重量、品种的品牌
粽子因为有包装费、促销费等支出，普遍要比网
购粽子贵20%—30%。记者看到，网售手工粽
的销量最近节节攀升，一家产地嘉兴的手工粽
一个月的销量达到1500多件。除了电商平台
外，伴随各种社区团购群的出现，最近手工粽
子也成了美食群里的主角。在记者微信群的
几个美食团购群里，几乎每周都会团购手工粽
子，卖家称接到订单后材料现买现做，需要多
少做多少，绝对不存货。从接订单情况来看，
每一批都会售出四五百个，手工粽子颇受家庭
主妇们欢迎。

对于手工粽子的热销，某品牌粽子销售人
员表示，今年自制粽子的确挺火，不过这些粽子
多数都是消费者购买后自己食用，并非走亲访
友送礼所用。节前半个月开始，像他们这类礼
盒粽子才会迎来销售高峰期。有业内人士提
醒，很多网售粽子没有卫生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和QS认证，尤其是粽子作为食品在运输途中
容易变质，市民网购粽子还应谨慎。“大家要格
外留意粽子销售者的资质、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粽叶在烹饪的过程中肯定是会发黄的，如
果遇到颜色过于鲜艳的粽子，一定不要轻易食
用。” （朱洁）

手工粽先于品牌礼盒粽热销
购买时多留意卫生情况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微信群出现如此
对话：“领到消费券的朋友，欢迎互助套现，我有
店家收款码！”“有人帮忙给消费券套现吗？八
折出！”而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也出现大量转
手消费券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消费者
和商家联手制造虚假交易记录套取现金。

疫情发生以来，有28个省、170多个地市统
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消费券达
190 多亿元。发放消费券的本意，是为了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尽快释放消费潜
力，刺激经济全面复苏。可就在全国上下都在
发放消费券时，“羊毛党”出现了。他们利用监
管和技术上的漏洞，将消费券套现，从中牟取私
利。这样的行为不但违背了发放消费券的初
衷，更有违法犯罪的嫌疑。有法律界人士指出，

“羊毛党”虚假交易套取消费券的行为已涉嫌构
成诈骗罪，商家如果通过帮市民套现来获利且
数额较大的，同样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发放消费券本是利民利好，但少数投机分
子的不法行为不仅破坏了市场秩序，还会使政
策效果大打折扣，严重损害企业和广大消费者
的利益，必须尽快对症下药、查漏补缺。首先，
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利用技术手段加快完善消费
券发放制度，不断升级更有效的技术监测和风
险防控手段，同时还要加强对消费券申领实施
人员的信用监督，尽量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此外，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不能
对消费券套现行为听之任之，应及时查处，只有
这样才能让消费市场健康发展，让“羊毛党”无
空子可钻。 （小尤）

“券”要尽其用
监管漏洞需填补

创新服务模式 搭建电商平台

数字化转型让锡城小店

近日，支付宝发布首份《中国小店经济“五一”报
告》称，“五一”期间，有800万小店实现逆风翻盘，单日
收入超去年同期水平。便利店、小吃摊、水果店、包子
铺……街头巷尾的各类小店看似不起眼，却极富烟火
气，方便着人们的日常消费。同时，小店经济也是稳就
业、保民生重要抓手，是国民经济的活力所在。小店经
济和消费紧密相关，如何进一步发展小店经济，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更是当下热点话题。

“上班出门在路口就能买到早饭
了！”“半夜又可以点夜宵了！”“再也不用
自己理发了！”……随着疫情形势的好
转，街头巷尾各式小店又重新开门迎客，
久违的烟火气息让不少市民发出这样的
感叹。当下，一家家小店的回归不仅让
整座城市的商圈街区重现活力与生机，
也成为消费市场复苏的重要表现之一。

“最近家附近的很多小店都开业了，
我平时吃饭、买东西都方便了不少。”家
住蠡溪苑的马玲告诉记者，家门口的饭

馆刚恢复营业那会儿，她就迫不及待去
吃了好几次了。“我之前常去那家店吃
饭，和老板一家也是老街坊邻居了。受
疫情的影响，那家店很久都没有开门，经
营状况比较困难。现在好不容易开业
了，我就正好去店里捧捧场、叙叙旧。”据
记者观察，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目
前锡城的街边小店开业率逐步提升，便

利店、洗衣店、母婴店、餐饮店、理发店、
药店、房产中介等各式小店均已营业。
虽然小店经济正在回暖，但各种防疫措
施并没有松懈。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
很多小店门口都贴着“进门前请佩戴口
罩”的标语，部分小店还会在门口放一瓶
免洗洗手液，提醒市民进门前先进行手
部消毒。

沿街小店的陆续开放，逐渐开始让城
市慢慢恢复往昔热闹模样。“小店经济是服
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联系着千家万户，
不仅带动了超亿人的就业，还便利着大众
的日常生活。”江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郭建
伟表示，作为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小店经
济的发展事关民生福祉，更与国家整体经
济的发展休戚相关。“受到疫情影响，当下
不少实体小店正遭受严峻的考验，如何帮
助量大面广的小店恢复活力，已成为当下
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万千小店重燃烟火气

据商务部统计，疫情初期，不少小店
客流清零，全国有6000多万小店的经营
面临困难。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全国
小店开店率仅为50%，至今仍有部分小
店面临客流减少、现金流不足、销售不畅
等问题。

疫情的突袭让无数小店风雨飘摇，
如何拯救小店，保住民生和就业的底
盘？这不仅受到千万商家的关注，更是
政府工作的重点。近几个月来，从中央
到地方密集出台优惠政策，助力小店经
济发展。比如，有的地方以发放消费券
的形式刺激消费，助力实体小店恢复元

气；有的地方对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或延期收取房屋
租金；还有地方相继出台延长亏损结转
年限、减免增值税等税费优惠政策，同时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出台
多项金融优惠措施。这些政策无疑是雪
中送炭，为实体小店的全面复苏创造了
有利条件。

熟悉烟火气回归的背后，除了有政
策对小微经济体的全方位扶持，还有小

店自身努力的付出。根据支付宝的数据
显示，疫情期间，近八成小店选择进行数
字化经营转型，其中直播、外卖、消费券、
贷款已成为最受小店欢迎的“自救四件
套”。梁溪区一家花店店主殷璐就是其
中一位受益者。“因为节日的关系，每年
的2月到3月都是花店的销售旺季，销
售额很可观。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今年春节以来的这段时间对我们店来
说特别煎熬。”殷璐坦言，2月份店里没

有开门，3月份到店客流很少，营业额同
比去年下降80%以上。为了让花店活
下去，她开始尝试转型，把业务搬到线
上。“我会开通直播室在线教授网友一
些种花、插花的经验，还会在朋友圈、微
博等平台发布各类鲜花的视频，也因此
在疫情期间接到了 200 多个网络订
单。最近一段时间，生意开始慢慢好
转，订单基本已恢复到去年同期的70%
左右了。”虽然眼下小店经济还面临不
少难题，但是通过一系列数字化举措积
极展开自救，锡城小店正在重新焕发新
的生命力。

多举措提升小店“免疫力”

小店经济和老百姓消费密切相关，让
小店经济再度活跃起来，这不仅是国家经
济复苏之需，更是大众所热切期待的。

如何才能打破市场困境，进一步发展
小店经济？对此，郭建伟表示，小店必须
及时调整经营思路，以适应市场多元化需
求。“虽然受疫情影响，现在不少小店经营

状况不容乐观，但是市场的需求仍然存
在，需要实体小店及时改变经营策略，在
危机中找寻新商机。比如，疫情期间外卖
火爆，那么小店就要跟上数字化的脚步，

及时把生意延伸到线上，提高抗风险能
力，多措并举寻求生机。小店经济潜力巨
大，像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是从小店做
起的，只要能找准市场需求，与时俱进，就

有发展的可能。”他还认为，实体小店不能
墨守成规，需要有长远的大局眼光，有沉
下心做好产品的信念，同时还需要政府等
多方形成合力，对小店进行实实在在的帮
扶。“小店自身加快转型，加之政策的倾斜
和支持，不需要太久，小店经济就会红火
如初。” （小尤 文/摄）

进一步发展需对准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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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电蜜蜂网上国网APP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

停 电 预 告

因电网建设、设备检修等需要，
拟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停电，请停电
范围内的用户做好准备。我们将尽
量早完工、早送电。我们对停电给您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您对我们
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原5月25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22:00～26日18:00

停电线路：10kV经济线杨家变—经
济2#柜经济F217—经济3#柜经济
F217、理光线 影响范围：理光感热
技术、绿兴电子科技、镤伟科技部分
用户

原5月26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利民线利民2#柜利
民1环225A—利民4#柜利民F225

中段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22:00～27日18:00

停电线路：20kV南开线、君能线 影
响范围：宏和嘉混凝土、利汇新能源
科技、君良新能源科技分用户

原5月27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利民线利民2#柜利民
F225前段

2、停电时间：7:00～11:00 停
电线路：10kV杨亭线杨亭8#柜锡单
F212后段 影响范围：源祾机械、欧
桥冷弯机械设备等部分用户

原5月28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6:00～19:00 停

电线路：10kV陶巷线陶巷3#柜陶巷

2环F233B后段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21:00～29日0:30

停电线路：10kV大浮线军浮—摩天
中段、羊歧线龙歧后段、东坞线北坞
后段 影响范围：中视传媒、尊园置
业、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分用户

2、停电时间：21:00～29日20:30
停电线路：10kV大浮线凯宾后段、
羊歧线斯基后段 影响范围：中视
传媒、尊园置业、交银企业管理分用
户

原5月29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6:00～19:00 停

电线路：10kV梁开线通德桥变—建
工站梁开214—梁成前段 影响范
围：大成村、荷叶新村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9:00～15:00 停
电线路：10kV利道线利欣后段、船

研线支巷支线 影响范围：苏庙社
区居民委员会村、欣欣苑、华润家舍
等部分用户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18:00～20:30 停

电线路：10kV大浮线军浮—浮屠中
段、羊歧线龙歧后段、东坞线北坞后
段 影响范围：中视传媒、尊园置
业、南洋职业技术学院等部分用户

原5月30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7:00～14:30 停

电线路：10kV前玉线张皋变—榭丽
苑1#站前玉F216—明琛—前玉1#
柜前玉F216前段、玉印线张皋变—
环件—鑫科前段、博约线玉东变—环
件—博约2#柜博约F261前段、明德
线玉东变—明琛—明德1#柜明德
F262前段 影响范围：洛洲路、前进
路等部分用户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22:00～31日18:00

停电线路：10kV消防线、鲍湾线 影
响范围：尼康光学仪器、星大洋净化
科技、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后勤配套
区）等分用户

6月1日
1、停电时间：7:00～19:00 停

电线路：10kV锡洲线蔚蓝1#站1号
主变F201后段

2、停电时间：7:00～11:00 停
电线路：10kV惠巷线惠阁—惠凯中
段

3、停电时间：22:00～2日18:00
停电线路：20kV香振线

4、停电时间：4:00～22:00 停
电线路：110kV侬鼎线

6月2日
1、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德溪线德溪2#柜德溪
2环F224B后段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东浜线东浜3#柜大张
F211后段

3、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化工线化工2#柜化工
环F217A后段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威克线威下后段

说明：
1、以上线路停电工作,早完工早

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
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
停电线路倒送电。2、遇雨天等不能
工作停电相应取消。3、详见“95598
智能互动网站——停电公告”。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2020年6月1日至2日，5月25日至30日部分停电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