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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1月21日（星期三）

本报讯 “还说 1500 平方米，
哪里有这么大……”“说好一个星期
40节课，结果 10节都没有……”这
阵子，因一起服务合同纠纷，一时
间抱怨电话连番“轰炸”了市人民
法院调解室。所幸的是，调解员急
中生智利用ODR平台在线调解，不
到半个工作日，问题迎刃而解。

2017年 12月，许某经网上广告
介绍，办理了本地一家健身会所的
会员卡。然而到了会所才发现，广
告上宣传的 1500平方米、淋浴室、
游泳池通通都没有、健身器械也不
全，每周的健身课程也成了“空头

支票”。一气之下，许某将健身会所
告到玉环市人民法院，并要求该会
所退还会费并照价 3倍赔偿。一周
内，多名会员向法院发出同样的诉
讼请求，先后共有44件。

在征得原告同意后，玉环市人
民法院将该批案件移入诉前调解。

会员抱团控诉，健身会所态度
强硬拒不赔钱……“面对面”调解
的后果可能就是“硬碰硬”。正当左
右为难时，调解员老张灵光一闪，
想到了利用 ODR 平台进行在线调
解，他事先跟双方约好时间，并通
过该平台进行视频说理。经过半小

时“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健身会所退还许某剩余会费，并按
20%的标准赔偿损失。

随后，老张利用ODR平台微信
小程序提出折中方案，并召集会员
及健身会所负责人在线讨论，双方
达成一致后，通过小程序在线签字
确认。不到半个工作日，这批案件
便处理完毕，部分会员当场收到赔
款。

其实，这只是DOR平台在线调
解的一个缩影。

今年7月，玉环市人民法院积极
推行ODR平台在线调解功能，整合

人民调解、综治调解、律师调解等
全市其余类型调解资源，加大诉前
纠纷化解力度，共上线调解机构 31
家，注册调解员 74 名，12 个乡镇
（街道）均与线上平台实现对接。截
至目前，已在线调解案件724件，成
功率 85.93%，在线响应率达到了
100%，诉前纠纷化解率达 24.31%，
比去年提高了10%以上。

“推广ODR平台，最大的好处就
是群众调解纠纷更便捷高效了，特
别是对异地的当事人来说，在线就
能调解。”玉环法院政治处主任王再
桑说。 （干莉娜）

ODR平台线上“破题”
诉前纠纷化解率较去年提高10%以上

本报讯 “里面都要
堆满了，大件的快递要往
里再挪一挪。”最近这段时
间，玉城街道金鸡路一小
超市店员小刘上班第一件
事，就是跟店里寄存快递
的派件员讨论快递安置问
题。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过后，收快递可以说是大
家每天翘首期盼的事，但
不少人因为上班或外出，
无法自行收取快递，小区
保安室或者附近小超市则
成了临时快递存放处，这
样一来虽然方便了收取，
但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

小刘工作的小超市正
好位于居民区。“双十一”
过后，小超市门槛都快被
前来派件的快递小哥给踏
破了。

小超市面积并不大，
五六十平方米左右。收银
机摆放在正门口，进门就
是四五排货架，上面摆满
了各式各样的零食和日用
品，后方还有一间果蔬仓
库。小刘说，为了安置这
两天“接踵而来”的快递
包裹，他们特地把果蔬仓
库清空用来寄放快递。

“快递原先摆在超市货
架边上，但后来越来越
多，直接把路堵了。只好
用仓库放快递，可就算这
样还是放不下。”顺着小刘
手指的方向，只见这间小
仓库已被各类快递填满，
进出困难。

同样深受快递寄存困
扰的，还有开在城中路上
的老鲍便利店。

见没有多余的地方可
摆放快递，老鲍便利店店
主杨女士只好把快递都塞
进收银台与橱窗之间的空
隙里，堆出一座“小山”。“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家店就成
了周边居民默认的快递寄存点，每天都有好多快递被送进
来，拦也拦不住。”杨女士无奈地说道。

东西既然已经在这了，又不能随意丢弃，只能背负起
责任看管好，无形之中给杨女士带来了不少精神压力。“小
物件还好，大物件店里放不下，都是放在门口，有些人好
多天不来拿，到晚上我还要搬进店里，别提有多麻烦了。”
杨女士说。

除了小超市、便利店外，小区门口的保安室也是不少
居民默认的快递寄存点。蓝天花苑内没有包裹自动投放
箱，唯一可以寄存快递的就是紧挨着保安室不足 5平方米
的小房间，连日来货架已全被“挤爆”，门口也垒起一座

“快递山”。
小区保安潘师傅告诉记者，由于快递数量暴增，业主

快递被错拿或丢失变成了家常便饭，就算加装了监控也无
济于事。

“如果正好外出不在家，可以委托家人或朋友代签，实
在不得已要寄存的，希望尽快取走，以免快递丢失或被错
拿，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潘师傅说。

（林怡 金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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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
玉环第二届美术写生展在
市文化馆拉开帷幕，展期
截至本月27日。

据 悉 ， 此 次 画 展 以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为主题，参展的 70余幅作
品包括中国画、油画、水
彩、粉画等，分别从不同
角度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玉
环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以
及人民精神风貌的变化。

画家黄国平这次准备
了 3 幅油画作品参展，其
中 1 幅描绘了坎门妈祖庙

的一隅。
“我从小就在那边长

大，但随着时间推移，玉
环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只想尽力把这些
旧景和回忆保留在画里。”
黄国平笑着说。

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马
亚兵表示，本次展览是借
助广大美术工作者的画
笔，把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城市的变迁记录下来，以
特殊方式表达他们对家乡
的热爱之情。

（丁伟苏一鸣 骆颖颖）

美术写生展昨开展
展期至本月27日

本报讯 眼下正值“红
美人”柑橘成熟的季节，玉
环漩门湾湿地公园3号地块里
的爱媛 28“红美人”销售走
俏，成了柑橘类水果中的

“香饽饽”，部分种植户日均
销售量达250多公斤。

11月 19日上午，记者走
进位于湿地公园内的辉歌果
园，只见成熟的“红美人”
挂满枝头，果实个头扁圆，
颜色橙黄，像小红灯笼似的
点缀在绿叶中，显得格外鲜
艳有光泽。果农们穿梭其
间，忙着采果下枝……所见
之处一派繁忙。

辉歌果园种植户王新辉
一大早就在果园里采摘柑
橘、配送订单，忙得不可开
交。“上市不过10天，果园的

‘红美人’柑橘就卖了2500多
公斤，除了要发货给玉环本
地的客户外，周末还要接待

不少从温州赶来采摘的游
客。”采访中，王新辉的电话
响个不停。

前年，王新辉在自家果
园种下了 10 多亩“红美人”
柑橘，随着果树长大，加上
后期精心管理，今年“红美
人”产量较去年翻了一番多。

“今年天公作美，‘红美
人’亩产达 2500 公斤左右，
一株果树就有 40 公斤产量，
平均每个果实重 0.2 公斤左
右。”王新辉掂了掂枝头的果
实，喜上眉梢。

采访中，王新辉从树上
摘下一个“红美人”，用刀切
开，只见果汁迅速往外冒，
橘红的果肉展现出来。“今年
的‘红美人’个大味甜，价
格也挺实惠的，我已经是第
二次过来购买了。”正在园内
采摘的陈女士说。

（李敏敏丁伟辛慧）

“红美人”销售走俏
部分种植户日均售出250多公斤

吴晓红摄

本报讯 “今年盘菜、
包菜都烂了！”“没人买啊！”
眼下本是盘菜、包菜丰收时
间，但在干江镇甸山头村田
地上，农户们各个愁眉苦
脸，陷入了农作物“滞销”
的困境中。

近日，记者来到农户甘
大伯的盘菜大棚，只见一大
片菜叶铺满了地头，早已成
熟的盘菜露出“大半个头”，
可轻轻拨开菜叶，却是一股
糜烂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

“今年气温太高，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个盘菜烂在地里了。”
说话间，甘大伯皱了皱眉，
将这株烂盘菜连根拔起。

一旁的甘阿婆正在拾剥
包菜叶，她告诉记者，自家
包菜虽产量不错，但质量不
行，几乎都卖不出去，只能
再三压低价格。“去年每公斤
3 元的包菜，今年只能卖到

1.6元上下，有些差一点只能
卖0.6元左右。”

据了解，今年降水充足
农作物收成不错，但由于天
气过于炎热，许多农作物都
只能烂在地里，农户们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蔬菜开裂、腐
烂。

针对农产品“滞销”的
现状，干江镇政府第一时间
制定了补救措施，尽可能帮
助农户们卖出农作物，结束

“滞销”困境。
“我们在浙江省农民平台

发布农产品信息，并联系本
地有冷藏条件的收购商暂存
农作物。”干江镇副镇长周伟
刚说，他们还对农户们的种
植意向进行估算，科学规划
农作物种植数量，引导农户
不要盲目跟风种植，以免造
成供大于求。

（林俐沈思维 陈嗣国）

丰产不丰收 农户愁满容

干江镇出招“帮卖”

昨天，沙门镇张岙村村民趁晴好天气晾晒加工米面。张岙村米面加工工艺历史悠久，
米面精细、耐煮、口感好，深受市场青睐。张岙村米面除了销往本地和周边县市区外，每
年都会有省外商贩前来订货。 段俊利 摄

晴好天气晾晒米线晴好天气晾晒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