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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茶成主流，百姓茶受热捧

在市场集团农贸城秀禾问茶茶叶精
品街上，每家经营户都将各种茶叶礼盒
摆放在了店内显眼的位置。据介绍，从
12月开始，茶叶销量就出现不同程度的
上涨，相比往年，今年平价茶走红。

春峰茶叶负责人朱康生说：“茶叶可
算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临近春节，拿去作
为礼品走亲访友也比较受认可。我们店
里也是订单不断，自家茶山生产的绿茶
红茶等茶叶不打农药、不施肥，比较受欢
迎。”虽然临近春节销量上去了，但他对
茶质量的把控却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从
源头到各道工序都严格把关，保证做出
来的产品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与此同时，各大品牌定制、买赠、推
新茶礼促销方式多种多样。武夷星秀禾
店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喜庆礼盒，价格多
在几百元左右，不少是客户订购好的茶
礼。负责人翁青青介绍，目前武夷星品
牌的白毫银针、老白茶等茶叶销得较
好，市民在茶礼消费时更加注重性价
比，物美价廉的百姓茶往往得到更多的
回头客青睐。

老舍茶馆作为浙江首家老舍茶馆
旗舰店，店内挂上了不少喜庆的鼠年装
饰，让年味更浓了。负责人杨腾介绍，目
前茶馆内展卖六大茶类精品茶叶、茶礼
品、老北京特色食品，还有时尚茶服、仿
古衣裙和老北京布鞋等旅游纪念品；二
楼“四合茶院”一步一景，幽静闲适，可以
品饮精品香茗，品尝老北京小吃，欣赏著
名表演艺术家带来的非遗演出；“品珍
楼”包厢宽敞通透、古朴雅致，可以品尝
北京烤鸭、炒肝爆肚、炸酱面等北京传统
特色美食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江南菜。

此外，老舍茶馆还可以承接各式年
会、周年宴、生日宴等活动。在这里，既
能品茗各式茶饮，品尝南北佳肴，又能
够欣赏到许多相声、曲艺等表演，有滋
有味。

一站式选购茶叶，来秀禾问茶

在秀禾问茶茶叶精品街，不时能
看到前来选购茶叶的消费者。因为这
条街不仅是买茶品茶的好去处，更是
富有江南风韵的步行街，散步其中让
人心情颇为愉悦。“今天空下来就约朋
友一起喝茶，这里闹中取静非常清幽。
走之前再给老人带一些口感比较好的
红茶，家里人也开心。”在国际商贸城
经商的周先生忙中偷闲前往品茗。

据了解，秀禾问茶茶叶精品街涵
盖了老舍茶馆、武夷星、品品香、祁门
红茶、六妙白茶等知名茶馆茶叶品牌，
义乌本地的土茶叶也有销售，满足了
不同消费群体的多重需求。

不少市民都想采购茶礼，那问题

来了，茶叶市场品种杂多，质量参差不
齐，如何才能买到经济实惠的好茶呢？

记者采访了部分茶商，为市民买茶
选茶提供一些方法技巧。他们建议，选购
普洱茶要注意区分，质量上佳的普洱熟
茶汤色红浓剔透，香气接近于桂圆香和
枣香之类，滋味醇和、爽滑、甘甜，普洱生
茶冲泡汤色为黄绿色至琥珀色，口感较
绿茶重略有苦味，等级高的有梅香味，差
的是有涩味；选购大红袍时，如果外形条
索紧结，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也橙
黄明亮，叶片红绿相间，冲泡七、八次还
有香味就是好茶。

把茶与君抒情意，借茶静心度腊
月。冬日，约上好友,煮一壶茶,谈天说
地,岂不快哉。

全媒体记者 黄玉洁 文/摄

来 茶叶精品街选好茶
进入腊月，很多市民已经开始

采购年货，春节期间少不了大鱼大
肉和各种酒局，喝茶可以解腻降脂，
保持身体健康，所以茶叶不管是自
己喝还是送礼都实用又实在，茶礼

也自然成了商城市民买来走亲访友
的常见礼品。近日，记者探访秀禾问
茶茶叶精品街发现，茶商们已早早
开始备货，推出各种礼盒，迎接春节
之际的巨大商机。

攒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摄

“绿色的桶扔易腐垃圾，灰色的桶
扔其他垃圾，早就熟记在心了，你快点
去买菜吧，等下里脊肉都卖光了。”12月
29日早上8点多，家住江东新村的楼大
爷和老伴一起下楼，一个去投放点扔垃
圾，一个去菜市场买菜。

“放心，我们家里都细分过了，厨房
里剩菜剩饭、水果皮什么的都在这个黑
塑料袋里，其余的一些杂物在这个红色
袋子里。”楼大爷来到数百米外的垃圾
投放点时，见一旁的分拣员迎上来，立
马笑着打开垃圾袋给分拣员看。

这是江东新村小区垃圾分类现场
的常态。

宣传进户到人

垃圾袋“一变二”

“早些年，垃圾随产随扫，往街头
旮旯一倒了之，后来居民小区有了垃
圾房，如今呢，在家里就把垃圾分好，
垃圾袋也是一个变两个。”楼大爷笑
言，时代在进步，生活在变化，居民素
质也与时俱进。

从没有桶到一座“房”，再到“两定四
分”，楼爷爷家的“垃圾倾倒史”，恰是义乌
多年来探索垃圾分类处理的一个缩影。

江东新村归江东街道临江社区
管，是个开放式住宅小区。据不完全统
计，现有常住人口1286户、流动人口
1200余户。今年9月，临江社区在江东

新村正式实施“两定四分”垃圾分类模
式，用桶车对接分类运输。

为使宣传发动全覆盖，临江社区
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垃圾分类政策宣
传、知识普及进户到人，由专职监督人
员在点位上对投放垃圾的居民进行面
对面宣传指导。该社区还建立了一支
由社区、业委会、小区物业、党员志愿
者组成的垃圾分类宣传指导队伍，实
行垃圾分类常态化宣传指导，引导居
民定点定时、准确分类投放垃圾。

“哪些垃圾要放到一起，哪些垃
圾该投哪个桶……刚开始时，几乎天
天有人在旁边‘念叨’，一段时间之
后，都耳熟能详了。”居民陈女士说，

刚开始有点嫌麻烦，习惯成自然就
不觉得了，“以前就拎着一大袋垃
圾出门，现在已习惯提着两袋分类
好的垃圾去投放。”

细节抓好做实

该有的“一个都不能少”

垃圾分类量大面广，每个环节
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个细节都务
必抓好做实。

“两定四分”的前提是要建设一
个合理的投放点位。临江社区按照
每300户至500户设置一处的原则，
在江东新村合理设置了6处“两定
四分”相对集中收集点，并在每处配

套安装了小区点位分布图、定时投
放时间图、监控和语音播报设备等。

“除满足工作需要，点位建设还
要接地气、人性化。”这些，社区说到
做到：投放点的污水槽采用不锈钢
板材质，以便日后清理沉积垃圾；
设置洗手盆，方便居民投放垃圾后
洗手；在易腐垃圾桶内设有破袋
器，引导居民主动破袋将易腐垃圾
投放入桶，边上还配置了工具箱、拖
把池等等。

“我们在家分得好好的，也按规
定投放到不同垃圾桶了，如果到了
垃圾运输环节，啥也不分就一股脑
儿倒在一起运走，那就没有分类的
意义了。”对于不少居民提出的垃圾
混运等疑虑，社区经过和市环境集
团对接，决定由该集团派车来进行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其中，灰色运
输车与装有其他垃圾的灰色垃圾桶
接驳，绿色运输车则与装有易腐垃
圾的绿色垃圾桶接驳。

此外，社区还在主要点位旁设
有垃圾分类积分公示栏和荣辱榜，
哪户做得好与不好一目了然。社区
为每户居民发放积分卡，居民每月
可凭积分卡免费领取两卷垃圾袋。
当积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到
社区兑换餐巾纸、垃圾袋、香皂、洗
发水、食用油等物品。

经过3个多月的探索实践，如
今，该小区居民自觉分类投放垃圾
的意识已逐渐加强。无论是小区的
大爷大妈，还是打扮时尚的大姑娘
小嫂儿，都慢慢开始接受并懂得去
垃圾分类，变“随手扔”为“随手分”。

攒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讯员 朱中华

本报讯 每逢节假日，高速公路车
流量就很大，小伙伴们关心着2020年
元旦高速会不会免费。答案是：不免
费。大家还要注意，从2020年1月1日
起，随着新政实施，高速公路通行将有
许多变化，ETC车辆高速公路通行优
势较大。

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甬金管理
处了解到，高速通行变化主要有两大
类，分别是全国性变化和浙江省变化。

全国性变化主要有：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实现全国联网收费；取
消货车计重收费，统一按车型收费；采
取货车高速入口称重，超限货车(除合
法大件运输车)禁止上高速；车型判别
标准统一按《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
型分类(JTT 489-2019)》标准实施，8
座和9座客车(车身不超过6米)将纳入
小型客车(一类客车)行列，货车车型
主要按车轴数判别；非ETC车辆将不
享受众多优惠政策，包括重大节假日
免费、鲜活农产品免费、集装箱优惠、

ETC车辆九五折优惠等；运输鲜活
农产品车辆、集装箱车辆将实行预
约通行。

浙江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有：
ETC车辆收费金额精确到分，非
ETC车辆收费最小单位由5元变为
1元，不足1元的进位到1元；鲜活农
产品目录与国家目录统一，甘蔗、板
栗等农产品将不能享受绿色通道免
费政策；持货车支付卡的非ETC车
辆将无法享受国有控股路段的八五
折优惠。

高速交警告诉记者，从义乌各
高速口的通行情况来看，影响最大
的是货运车辆。新政实施后，所有货
车均需在高速入口称重，货车和未
安装ETC的客车只能通过入口混
合车道通行，安装ETC的货车可在
混合车道不停车通行，出口ETC车
道是所有ETC车辆均可通行的。值
得注意的是，广大货车驾驶员千万
要注意载货的长度、宽度、高度和载
货质量，不要超过规定限度，超限货
车将禁止上高速。

攒通讯员 鲍皓昕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12月29日，我市印发了
《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再次提高。

从2019年1月1日起，我市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
人每月230元提高到245元。目前，我
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在金华各
县市中最高，在全省位列第二。

据了解，本次待遇调整共惠及
4 . 5万人，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
生保障工作的重视和对城乡参保人
员的关心。当前，市社保处工作人员
正加班加点，确保待遇于元旦前发
放到位。

2010年，我市全面实施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其中，将具有本市户
籍，年满16周岁，非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人员，以及未参
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等

均纳入参保范围。根据规定，年满
60周岁，且未享受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离休、退休、退职
待遇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市区户籍的城乡老年人，可以按月
领取养老金。

制度实施时，年满60周岁以上
老人参保后，每月不用缴费，即可享
受基础养老金优惠待遇。对缴费参
保人员来说，基础养老金是其养老
保险待遇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另两

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和缴费年限
养老金，三部分均支付终身。

2010年我市基础养老金标准
为每人每月70元，后逐步提高。这
期间，先后历经了从70元至100
元(2011年)、100元至120元(2014
年)、120元至140元(2015年)，140
元至200元(2017年)，200元至230
元(2018年)，230元至245元 (2019
年)，连续6次上调，累计调整幅度
达250%。

攒通讯员 王曙光

本报讯 12月29日下午，义乌成
立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爱心公益
协会——— 正洪爱心公益协会。这样，
该协会也从原警卫连“善爱团队”这
一民间公益组织，正式成为受政府认
可，并登记注册，自觉接受登记管理
机关、业务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
的指导和监督。

据了解，警卫连“善爱团队”是以
退伍老兵为主体的学雷锋组织，成立
于上世纪90年代，领头人是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标兵、被誉为“太阳一缕光”
的金正洪，团队成员分布在湖北、福
建、河南、江苏等各地，人数近200人。
多年来，广大老兵传播新风，助学帮

困，开展爱心结对，为连队购买图书
5000多册；节假日利用“流动图书
服务队”在火车站为过往旅客提供
免费服务50多万人次；先后帮助失
学儿童、困难群众、参加无偿献血2
万多人次……时时续写着新的爱心
篇章。正洪爱心公益协会成立后，将
继续发扬“一缕光”精神，开展爱心
助学、结对帮扶和战友救济，并承担
爱国拥军、慰问老兵等工作。

据悉，义乌迄今已有爱心公社
等一批公益协会，正洪爱心公益协
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市爱心公益事
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成立大会上，原《解放军报》副
总编、《雷锋》杂志社总编陶克少将
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攒通讯员 方春燕 全媒体记者 柳青

本报讯 12月28日上午，国家区
域(华中)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建设单
位临床基地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庞
国明教授工作室授牌仪式在义乌市中
医医院举行。

义乌市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王
瑞铨对中医医院此次加入全国纯中药
治疗2型糖尿病专科联盟、开设专家工
作室表示期待，并希望借助开封市中医
院在管理、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势，
通过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科学的建设管
理模式，进一步加强医院的学科建设，
拓展医院内分泌病科的诊治能力，更好
地服务义乌及周边地区百姓。

据悉，庞国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糖
尿病专家、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开
封市中医院理事长，在重点学科建设
和糖尿病诊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王宏献表
示，医院将在市卫健局的指导下，扎
实推进临床基地和名中医工作室建
设工作，建立、完善运行机制、保障
机制、效果评价机制；虚心向开封市
中医院学习，尽快提升技术水平，把
内分泌科打造成中医特色明显、中
医优势突出、区域内外有较大影响
力的专科。

市中医医院院长楼正亮与庞国
明教授签订了协议书。在拜师仪式
上，中医医院张挺、胡欢欢两名医
师向庞国明教授行拜师礼，诵读拜
师誓言。庞国明教授向两位徒弟赠
送书籍。王宏献作为见证人现场宣
读见证词。

攒全媒体记者 柳青 文/摄

本报讯 年末时节，为帮助单身男
女找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12月28
日，玫瑰园迎新年大型家长相亲会在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5楼会议厅举行。
本次活动由义乌玫瑰园婚恋会所、义
乌市融媒体中心主办，义乌同城会、浙
江亨图酒业、金都珠宝协办。

还未到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相
亲会现场已是人流如潮、熙熙攘攘。

“我是事业单位工作的，今年28岁”
“我是新义乌人，来义乌已经8年了”
“我女儿去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大家纷纷聚集在一起，攀谈着自己或

儿女的情况，碰到有合适的就相互
交换联系方式。现场还设置了互动
游戏和自我介绍、自我展示环节，方
便与会者互相认识和熟悉。据悉，当
天共有近百位单身男女达成了进一
步相处的意向。

玫瑰园负责人王巧珍介绍，如
今，许多适龄男女因为工作繁忙、社
交圈太小、没有合适时机等等原因，
还处于单身状态，家长们常常为此
担忧不已，“举办这次活动，也是为
了通过父母的参与和判断，为儿女
的顺利相亲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希
望单身男女都能踊跃表现自己，勇
敢地去追求幸福。”

我市第6次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目前在全省已位列第二

元旦起，高速公路通行实施新政
非ETC车辆将不享受优惠

从“嫌麻烦”到“我乐意” 变“随手扔”为“随手分”

江东街道探索垃圾分类“临江模式”
社区生活圈

义乌成立首个
以人名命名的公益协会

又一中医药专家工作室
落户市中医医院

中医视界

玫瑰园迎新年
大型家长相亲会落幕

江东新村的垃圾分类点位。

相
亲
会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