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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天柱县电商“厉小辣”上线

党建引领 一社一品 全速推进

临平街道完成污水
零直排全年任务 60%

政企联手推动黔货出山 两天订单量超 1.5 万公斤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电商扶贫助力
脱贫攻坚。近日，
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县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厉小辣”
打响第一枪，
正式上线两天，
订单量就超过1.5万公斤。
天柱县普植辣椒，往年因为收购价格
太低，群众不愿意采摘，今年通过“厉小
辣”品牌包装营销，借助电商渠道，顺利打
开了市场。这背后是余杭与天柱深入推
进东西部扶贫协作，特别是积极借助市场
力量开展产业扶贫的成果。
“厉小辣”背后的推手，是来自未来科
技城的企业——闻远科技。该企业是一
家集农村电商、数字农业、区域品牌、乡村
旅游、创客孵化等于一体的农村电商与县

域产业培育服务商，致力于让农村创业更
简单，是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闻远科技服务 17
个省的 42 个国家级贫困县，建设运营 4500
多个乡村“双创”服务站点，培育 12600 余
位农村创业带头人，助力精准脱贫 3 万余
人，探索、总结出一整套农村“双创”新模
式。自从余杭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以来，闻远科技作为市场力量积极参与，
在产业扶贫方面取得不少突破。
“厉小辣”中的“厉”源自闻远科技贵
州公司总经理厉晓玲的姓。厉晓玲担任
天柱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聚
焦天柱特色农产品销售和服务，改变农民

传统销售方式，调动农民依靠自身努力实
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进农民稳定脱贫
的农产品持续发展。在接受采访时，厉晓
玲表示：
“ 在‘互联网+’热潮推动下，天柱
农 产 品 生 产 、营 销 、服 务 方 式 也 需 要 转
型。我们将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种资源进
行整合，形成以供应链服务集成主体为核
心、以电商为纽带的农产品供应链。”
经过一个多月在天柱各乡镇考察和
策划，天柱首个农产品电商扶贫品牌“厉
小辣”诞生。产品的每个环节都由闻远科
技明确分工，从货源采购、包装盒定制、产
品分拣装箱，甚至封口、不干胶张贴等细
节，努力为客户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厉

本报讯 （记者 李书畅 通讯员 何晓铭）
临平街道今年在我区率先启动“污水零直排”
项目建设，全面开展道路雨污废水管网改造提
升、住宅建筑阳台废水改造、立面管道改造和
区域内各类排水设施改造提升。记者从临平
街道获悉，截至 9 月 5 日，该街道已经完成污水
零直排全年任务的 60%。
街道前期排摸确定 14 个社区、125 个生活
类小区、1300 余家沿街店铺，其中餐饮业商铺
近 300 家。现已完成临平山庄、迎宾花苑、文园
公寓、龙王公寓、东湖中路 175 号等 5 个余杭区
生活小区类“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迎宾花
苑、龙王公寓为市级生活小区类创建任务。
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多、地下管网建设存在
年久失修的状态，管网破损严重，街道年前就
进行了专题研究，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
项目清单、责任清单”四张清单。严格落实分
片包干、专人负责制度，同步推进，推动项目保
质保量完成。
在污水零直排的推进中，临平街道充分发
挥“一社一品”作用，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庙东
社区发挥“红凳子议事会”作用，召集党员、组
长、居民代表等，就居民反映的工程开挖影响
部分停车位等问题，开展民主协商，确保项目
在 30 天之内全部完成。

晓玲更是亲自上阵，以“模特”身份拍摄了
“厉小辣”的产品宣传照。在朋友圈使劲
为产品吆喝时，厉晓玲把小米椒当成饰品
进行拍摄的创意，更是得到了很多人的点
赞，激发大家购买热情。目前，
“ 厉小辣”
在原食味旗舰店斑马会员、天猫旗舰店、
微商等平台同步出售，销售形势火爆。
“我们将努力把‘厉小辣’打造成促进
电商扶贫，让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被广大
消费者认识认可，帮助天柱农民增收脱贫
的响亮品牌。我们希望不仅仅只有‘厉小
辣’，还能有更多的品牌出现，如‘厉小桃’
‘厉小梨’，帮助黔货出山，让电商扶贫成
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旗袍佳丽
歌舞迎国庆
本报讯 （记者 宋晗语 实习生 赵楚楚）
近日，236 名来自乔司、星桥、运河、东湖、临
平、南苑街道的旗袍队队员，在余杭区美丽洲
旗袍社的组织下，身着红色旗袍，以歌舞走秀
的形式，展现旗袍气质与传统文化，表达了浓
浓的爱国情。
旗袍队队员以歌舞《我和我的祖国》、折
扇舞《爱在天地间》等形式排列组成一个个队
形，旗袍走秀表演风雅并存，展示着和谐新时
代、幸福新征程的主题。

大众评审 群众参与

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推出特色公益课程

本报讯 （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俞赟） 近
日，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组织全区各合作基地
负责人、合作单位负责人在径山书院召开座谈
交流会，探讨日常开展公益课程服务及授课过
程中的亮点和难题。
当天下午，服务中心还组织 7 名专家组成
讲师团，现场展示花艺、茶艺、编织、烘焙、沙画
等技艺，接受评审团现场评审，为更好地向妇女
儿童提供公益课程服务打下基础。
2008 年 9 月，余杭区成立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为适应群团改革需要，进一步强化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的服务性、公益性和群众性功能，今
年 6 月 5 日中心正式更名为区妇女儿童服务中
心，将服务下移到基层，把公益课程送到妇女儿
童家门口。
目前，该中心已建立十大基地，在楼宇、街
道、西 部 山 区 等 地 开 展 技 艺 类（Art）、健 身 类
（Body）、亲子类（Children）的“ABC”公益课程，
覆盖全区，受益人数近万人。中心利用各个基
地的特点、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名气，拓展外延场
地，使服务和活动辐射更多妇女儿童。
评审现场，由“两代表一委员”
、女性社会组
织负责人、部分基地负责人、媒体人、教育、卫
生、普通妇女群众等代表组成的评审团，对小圃
书画工作室、沁雅编织、清尘阁、名卉花艺、妖姐
姐烘焙作坊、趣玩沙画、少年硅谷机器人带来的
专业课程进行体验和评审。
据悉，妇女群众可在后期根据自身需求自
由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妇联组织在为妇女群众
提供休养生息、陶冶情操的课程同时，还可增强
与群众关系，进一步扎根基层，以此推动并逐渐
形成
“一呼百应”
的妇女工作局面。

两次临危受命 一生忠党爱国
——记老红军、中共党员罗希明
壮丽

70 年

红色记忆
本栏目由区史志办与余杭晨报联合主办

（记 者 潘 怡 雯 实 习 生 赵 楚 楚）
1918 年，罗希明出生于江西永新。1932
年，他参加红军，1934 年成为中共党员，
1939 年 6 月调到浙西特委工作，两次临危
受命，先后以临余工委书记、浙西特派员
的身份来到余杭，为发展党的组织、策划
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做出重要贡献。
1939 年，国民党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
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驻余杭的政工队和
特支被迫全部撤往天目山，余杭地下党的
领导问题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大事。危
急时刻，中共浙西委派罗希明来到余杭，
接收余杭地区秘密党组织并加强领导。
1940 年 1 月，罗希明根据浙西特委决

4

定，
在余杭双溪镇召开党员会议，
成立中共
临（安）余（杭）工作委员会，担任书记。他
认真贯彻浙西特委关于“坚持抗战、团结、
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巩固抗日进步势力，
抵
抗投降倒退势力，
克服时局逆转”
的基本方
针，
宣传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健全壮大党
的力量。当年 5 月，罗希明调离余杭时，余
杭已建立6个党支部、
1个党小组。
罗希明还与打入国民党爱国军官鲍
自兴部的中共党员张炳炎多次联系。时
任国民党区长朱思洪是鲍自兴的同学兼
好友，思想比较开明，罗希明多次做工作
使其向党靠拢。这为以后鲍自兴与朱思
洪以“伪化”之计策反一支武装、加入到新

四军队伍创造了条件。
1942 年初，罗希明被任命为浙西特派
员，继续领导吴兴、长兴、嘉兴、桐乡等地
的工作。罗希明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
伏、积蓄力量、坚持斗争”的方针，使党组
织减少损失，坚持原地斗争。
1943 年夏天，罗希明接受紧急任务，
第二次来到余杭。当时，鲍自兴在苕溪两
岸领导浙西行署反敌行动团一次次地打
击日、伪军队，浙西国民党顽固派对其产
生怀疑和警觉，决定扣押鲍自兴。危急关
头，太滆地委立即派罗希明到余杭帮助鲍
自兴脱离险境。
罗希明及时赶到余杭，与张炳炎、鲍
自兴和朱思洪接洽。同年 7 月，鲍自兴带
部队到杭州城郊佯作交火，受伤被俘后进
入张华夫部，实现“伪化”处理的目的。11
月，罗希明安排党员胡延夫打入驻海宁长

安镇的汪伪“浙江省第二清乡督察专员公
署保安队”
（下称“长安部队”
）担任队长。
接着，罗希明便通知鲍自兴、朱思洪进入
长安部队，
建立中共特支。
1944 年 7 月，长安部队控制沪杭铁路
的长安、许村车站及钱塘江边的盐官、翁埠
和石塘头渡口，成为向浙东根据地输送药
品、日用品、枪支弹药的秘密通道。8 月底，
中共浙东区委通知长安部队赴浙东归建。
因临时变故，鲍自兴和朱思洪带领一连 87
名官兵到浙东抗日根据地，编为新四军苏
浙军区第二纵队司令部警卫大队第三连。
新四军北撤后，罗希明任松沪杭嘉湖
工委委员等职，继续坚持隐蔽斗争。杭州
解放后，罗希明进入杭州市公安部门工
作，后调入上海市工作，曾在上海市卢湾
区政协任常委，享受老红军待遇。1988
年，罗希明因病逝世，享年 70 岁。

活力中行，
待你绽放

中国银行 2020 年全球校园招聘正式启动
8300 个职位，虚位以待，
等你加入！
2020 年应届毕业生或 32 周岁以下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或毕业三年以内的在职人员；专业不限，金融精
英、科技大咖、外语达人均可加入；
每人可以选择 4 个志愿。
申报志愿:北京时间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
简历筛选:10 月中下旬
全球统一笔试:10 月下旬
★在 41 个境内城市和澳门、纽约、洛杉
矶、伦敦、巴黎、悉尼等 6 个境外城市设置
考点，境外考点先到先得，以简历成功投
递时间为准。
面试:11 月上旬起
体检、背景核查:11 月中下旬起
发放 offer:12 月上中旬起

2020 年全球校园招聘统一网申地址:
http://campus.chinahr.com/views/2020/boc/

更多资讯，请关注下方中
国银行人才招聘公众号！

产品名称
季安享 1 号 236 期新
客户
双季盈 1 号 236 期
杭州特供
双季盈 1 号 236 期
新晋白金卡客户
双季盈 1 号 236 期
新晋中高端客户
致远 1909 一年定开

期限 起售/限购金额
（天）
（万元）
91

5

91

100

182

5

182

50

182

20

每年
开放

客户级别

名义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未评级、普通客户

2019-12-18

4.35%
4.45%

上月 AUM 值小于 20 万元的客户 2020-03-18

4.40%

白金卡以下客户（不含白金卡） 2020-03-18

4.30%

金卡以下客户（不含金卡）

1

/

2020-03-18

4.25%

1 年定期存款基
2029-12-28 准利率+
2.9%

风险提示：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
投资须谨慎。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
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 95302。
南京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
余杭区世纪大道176 号
（扫一扫即可申请职位）

联系电话：
86238899、
89356520

南京银行未来科技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地址：
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 号

联系电话：
88669959、
88669881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征集 2020 年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增强
公众对民生实事工程的参与度，确保政府民生实事工
程成为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
“民心工程”
，根据《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关于全面推行
区、镇（街道）两级政府（办事处）民生实事项目票决（会
商）制工作的意见》
（区委〔2017〕29 号）精神和《余杭区
人民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暂行办法》
（余政办〔2017〕
90 号）要求，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2020 年区政府
民生实事建议项目，
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日期

自公告之日起至 9 月 30 日。
二、征集内容和范围
以人民群众的
“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为重点，按照
“便民、惠民、利民”的原则，广泛征集与群众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项目，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
三、征集要求
1. 建议项目应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一般包括
项目名称、项目背景、项目实施的意义及预期达到的目
标、项目实施要求等，特殊情况可适当简化处理。

2. 建议项目应贴近民生，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具有较大的覆盖面和受益面。
3. 在资金投入上，应具有可行性。
4. 在建设周期上，应具有可控性，原则上能够在当
年度完成或取得较为明显的形象进度。
四、征集方式
1. 网上征集：登录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http://www.yuhang.gov.cn/），点击“2020 年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征集”
图标，填写民生实事内容。
2. 书信征集：寄送至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迎宾

路 363 号 IFC 大厦 1 号楼《余杭晨报》2221 办公室（邮
编：
311100），请在信封上注明
“实事征集”
字样。
3. 热线电话：
13735501111。
4. 发送电子邮件至 133571600@qq.com。
5. 关注
“余杭发布”
微信公众号留言。
请参与者提供真实姓名、联系电话，以便沟通联
系。
特此公告。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