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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熊猫金银纪念币火热销售中！交行更有惊喜优惠价！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
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费！详情请咨询∶82722203 82733747 83862359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金价有波动 投资请谨慎

新推大额存单

萧山支行营业部∶82722203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北干支行：83815855
萧山市场园区支行：82838735 萧山市北支行：83815856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82898086

期限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年
2年
3年
5年

起点金额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年利率
1.65%
1.67%
1.97%
2.28%
3.19%
4.18%
4.18%

较央行基准上浮
50%
52%
52%
52%
52%
52%
52%

每100万元可得利息
1375元
4175元
9850元
22800元
63800元
125400元
209000元

一次还本付息型

按月付息型

期限
3年
5年

起点金额
20万元
20万元

年利率
4.18%
4.18%

较央行基准上浮
52%
52%

100万元月可得利息
3483元
3483元

党湾开展消费维权服务活动

城厢四平台联动整治无证涉赌棋牌室

所前龙井茶炒制大赛 20位选手显身手

靖江召开巡察工作动员会

■通讯员 徐海成 袁园 记者 靳林杰

本报讯 日前，“山水所前、宜居新
城 ”2019年度龙井茶手工炒制大赛在所
前镇山里王村文化礼堂举行。

大赛共有来自所前镇8个村的20位
选手参加，比赛要求选手在两个小时内
完成1.5斤黄叶早茶叶的现场炒制。赛
场上，选手们先倒入茶叶碎渣对铁锅进
行清理去味，三四分钟后，触摸锅底发烫
时，把筛选好的茶叶一点点倒进锅里，开
始翻炒。随着大铁锅的温度逐渐上升，

选手们双手一刻不停地在锅中翻炒叶
片；半个小时过后，现场飘起阵阵浓郁的
茶香味。选手们将杀青后的茶叶放入簸
箕中摊凉，改用小火复炒，双手展平拍
打，紧压茶叶，使茶叶固定成型，用簸箕
将茶叶碎末等筛除出去。

经过两个小时比拼，评委根据茶叶
的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五项标准
对选手的作品进行评选。

炒茶大赛现场，吸引了许多村民和
炒茶爱好者前来围观，许多人拿出手机
现场拍照、录制视频、抖音。选手们不仅

有一群大“粉丝”，而且还有一批来自所
前中心幼儿园的小“粉丝”到现场观摩，
并不时向选手们提出各种问题。萧山区
茶文化研究会的茶艺师还在现场表演了
精彩的茶艺，为大家奉上一杯杯散发着
清香的龙井，让大家感受浓浓的茶文化。

山里王村村委委员王美周说：“现在
正是所前采茶的好时节，尤其是本周天
气回暖，天气晴朗，经过阳光照射的茶叶
品质会更好。每个人一天大概能采2斤
左右，今年茶叶的价格比去年稍高一
些。”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萧丽芬
制图 李健

“总共买了10斤螃蟹，橡皮圈将近4
斤，这不是欺负人嘛？”临浦镇的洪女士
在市场买菜时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当天
她在农贸市场买了10斤6两的梭子蟹，
支付726元钱。回家后过秤一看，绑梭
子蟹的橡皮圈又粗又重，足足有3斤9
两。她立即向临浦市场监督管理所投
诉，后经调解处理，经营者赔偿洪女士
200元。

买完菜回家再上次秤，这是不少家
庭的生活习惯。“现在大家消费意识逐渐
强起来了，遇到市场缺斤少两或价格欺
诈，都第一时间向监管部门投诉。”区市
监局投诉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一变化尤其体现在农村消费上。

据统计，2018 年农村消费相关投
诉量达到 6036 件，同比增长 356.2%，
质量和售后服务是农村消费投诉的焦
点，投诉量分别占11.3%、12.8%。投诉
主要集中在汽车、手机的购买与维修，
家具、日用百货、装修材料等质量问题
上。“特别是汽车和手机问题的投诉，每
年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上述负责人
说。

投诉增长侧面反映了农村消费的
不断升级。随着老百姓的收入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消费也
不断增长。而汽车、手机等高消费品
数量的增加，也间接地增加了投诉量。

当然，有的经营者仍然抱着侥幸心
理，对农村消费者存在着缺斤少两或者
信息不对称的欺诈心态。区市监局投
诉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像上述用

橡皮圈来充重量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就
是一个典型案例。消费投诉的增长，既
说明了这样的经营户守法意识不够强、
诚信意识相对淡薄，也表明了农村市场
管理制度还存在缺陷。

“换个角度来看，投诉量升高反而
是一件好事情，这说明大家对消费中
出现的各类问题，不再忍气吞声、息事
宁人，而是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充分
运用各类投诉渠道，积极维权。”区市
监局投诉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希望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遇到问
题时，都会像洪女士那样，第一反应就
是进行投诉，及时维权。

10斤6两梭子蟹 橡皮圈竟有3斤9两

农村消费不断升级 对应服务跟不上

聚焦“3·15”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
部署，13日，区委第三巡察组与靖江
街道党工委召开巡察工作动员会，部
署明确巡察工作任务和整体安排。

会议指出，此次区委第三巡察组
到靖江街道开展巡察，是区委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充分体现了
区委对靖江街道工作的高度重视。街
道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以此次巡察为契机，进
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管党治
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切实

把责任扛起来、立场硬起来、纪律严
起来，有力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
效。

会上，街道党工委汇报了2014年
以来党风廉政建设、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干部选拔任用、班子建设和
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梳理了
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问题产生的
原因。街道党工委郑重表态，提高政
治站位，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深
刻理解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主
动配合巡察工作，同时认真整改，全
力打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将全面
从严治党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通讯员 王啸虎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13 日，党湾镇联合区市
场监管局空港分局开展以“关心百姓
生活、营造诚信经营”为主题的消费
维权服务活动。

工作人员展示了 10多个品牌的
假烟，从包装、图案、手感等方面向广

大消费者讲解识假辨真的知识和方
法。现场还开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咨询、防金融诈骗宣传、禁毒宣传、免
费测量血压等活动。通过分发宣传
资料、图板展示、辨真识假、便民服务
等形式，向广大消费者普及消费维权
知识，进一步增强广大消费者的维权
意识和维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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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消费投诉增长原因

农村消费升级，
间接带来投诉量的
增加

消费者自身权
益保护意识提升

特别是汽车和手机投诉，每年都保持较高增长率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民以食为天”！无论什么
时候，美食都是人们生活中一道不可辜
负的风景。在千年古镇楼塔，楼塔大豆
腐、焐猪肉、楼塔三鲜、仙岩鸡等民间菜
肴蕴藏着深厚的乡风食俗和人文内涵。
这些传统美食都与名医楼英、吴越王钱
鏐故事息息相关，一些美食还具有养生、
药膳功效。

13日，首届楼塔“十碗头”厨神争霸
赛进行最后决赛，10位造诣颇深的楼塔
本地“土厨师”大展厨艺，对经评选后产
生的楼塔“十碗头”，在色、香、味、型等方

面进行PK。
比拼现场，各路厨师使出绝招，煎、

焖、焗、蒸、煮，多种制作工艺齐上阵，不
到90分钟，十道造型精美的特色菜肴被
搬上桌，引来一片赞叹声。

“看得我口水都出来了，而且菜色
新颖。就说这个楼塔仙岩鸡吧，有整只
焖炖的，也有分切蒸煮的，搭配了石斛、
枸杞、笋片等各种食材，做法各不相同，
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一名游客表示。

记者看到，在参评的“十碗头”菜式
中，原材料大多是生活中常见的猪肉、豆
腐、本鸡、鱼肉、青菜、毛笋等，就地取材，
贴近当地百姓生活。对于“十碗头”的烹

饪过程，不少厨师表示，基本都是炖、炒、
蒸为主，以保留营养鲜美的风味，但在菜
色上，都根据自己的手法进行了创新。

楼塔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之后，如何加快乡村休闲
旅游发展，促进餐饮与旅游、文化有机融
合，楼塔镇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和
推广楼塔的“十碗头”乡土菜肴精髓，向
游客传递山乡人民独特的质朴与热情好
客。

经过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委现场观
察、品尝和打分汇总，来自楼塔仙岩社区
的吴培云、阿里饭店的章彩义、管村的章
碧锋，分别获得一二三名。

北干街道华达
社区不定期组织退
休人员开展多种形
式的健身、养心、益
智活动，增加退休
人员间的互动交
流，让晚年生活更
加丰富精彩。图为
退休老人开心地参
加社区组织的插花
活动。
记者 傅展学
通讯员 沈芦文 摄

开心插花

楼塔“十碗头”争霸赛 10位“厨神”大比拼

■通讯员 华兴桥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你今天学习了没有？”
“刚才群里大家有许多分享的文章不
错，我已经收藏了。”连日来，“学习强
国”成了衙前镇机关干部碰面聊天中
最多的话题。

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
来，衙前镇在“学习强国”平台注册党
员干部已达90余人，大家利用业余时
间打开“学习强国”App，随时随地进
行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政策水平和
理论知识。

为深入扎实推进学习型机关建
设，形成常态化学习机制，除了在“学

习强国”移动端自主学习，衙前镇还
抓实“红色衙前大讲堂”夜学固定阵
地集中学习。通过专家讲座、精神传
达等形式，就党建理论、城市建设、数
字经济、生态文明、国学文化、人文历
史等进行专题授课。同时还将开展干
部轮讲，每次安排2位讲课者，主题自
选，结合自身工作和业务，谈心得体
会、提建设性主张和举措。让全体机
关干部把学习视作一种责任、一种追
求、一种生活方式，努力培育一支“会
学习，能创新，重实干，敢担当，讲规
矩”的干部队伍，为建设“红色传统、
绿色发展、金色未来”产城融合新衙
前发挥积极作用。

“学习强国”成衙前机关干部“必修课”

■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王洁琼

本报讯 近期，城厢街道借力“四个
平台”联动机制，组织城厢派出所、市场
监督管理局城厢所、街道城管科多部门
组建联合行动小组，对高桥住宅区内无
证棋牌室、涉赌棋牌室进行联合整治，
共查处无证棋牌室16家，暂扣自动麻
将机45台。

据了解，年初时，城厢派出所整合
综合勤务室资源，对各类警情进行分析
研判后发现，2018年高桥住宅区无证
棋牌室内涉赌有效报警达137起；2019
年以来，截至3月1日，高桥住宅区无证
棋牌室内涉赌有效报警达19起。“高桥

住宅区涉赌报警频繁，不仅牵涉城厢派
出所大量的警力，还对整个街道的治安
环境带来影响，必须从严从快进行整
治。”城厢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有效
遏制高桥住宅区涉赌警情高发态势，整
治前，街道“四个平台”进行了事先排
摸，定人定岗，确保行动的高效开展。
整治后，有3家无证棋牌室业主当场表
态不再开设棋牌室。

此次行动，充分发挥了城厢街道基
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权责清晰、功能
集成、扁平一体、执行有力的优势。后
续，街道将针对110警情分析研判，对
辖区内存在影响社会安全环境问题的
社区开展联合整治工作。

红山农场同德社区创建美丽乡村提升村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 近日，红山农场召开同德
社区美丽乡村提升村创建誓师大会。
红山农场美丽乡村领导小组成员，各社
区、直属单位以及驻场机构负责人，同
德社区全体党员、居民代表、老干部、老
模范、老教师、企业家、社区志愿者、知
青代表、社区和事佬、义务巡逻队员参
加活动。

同德社区是红山农场第一个创建

美丽乡村提升村的社区。“同德先行
一步，其他两个社区紧紧跟上，我们
要争取通过几年努力，实现全域美丽
创建。”红山农场党委委员、副场长陶
柏勇表示，同德社区美丽乡村提升村
创建工作，既要按照创建标准，又要
符合自身实际，力求造“型”与塑“魂”
兼备，在抓好硬件改造建设的同时，
要挖掘精神内涵，提升文化气质，使
之成为红山农场“融入大空港，建设
新红山”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