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寨食品”通常以高度相

似的包装，迷惑性较强的名称、

广告词等达到“以假乱真”的效

果，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要看

仔细、看真切，不要被迷惑。

正规渠道有保障：消费者

应到正规商店、商场或超市购

买食品，警惕不具备经营资质

的商家出售的食品。在购买食

品时，应索要并妥善保管购物

小票、发票等凭证，以及适当保

留产品包装和剩余产品等。

细认名称辨真伪：食品名

称是辨识“山寨食品”的要素之

一，消费者在选购时，应仔细辨

别食品名称，认准正规企业生

产的产品。

标签要素要齐全：预包装

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品名

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

产者及经销者名称、地址和联

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

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产品标准代号等，“山寨食品”

可能存在上述要素缺失、造假、

混乱等情况。消费者应仔细辨

识，不购买、不食用包装无标签

或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

的食品。

科学常识助辨别：消费者

要警惕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明

显不符的情况，如配料表中含

有牛乳、奶粉等蛋白质原料，营

养成分表中的蛋白质含量却为

0g/100mL（或0g/100g），遇到类

似问题，切勿购买。

阅读延伸

本报讯（记者 张瑚滢 通讯

员 张瓅文 吴晶晶）现如今，市

场上食品种类日益丰富，但却常

常有山寨“出没”。消费者该如何

辨识并避免购买这些“山寨食

品”？若发现买到“山寨食品”，又

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昨日，我区开展一季度“百姓

点检”活动。区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和社会监督员一同来到位于

良渚街道的浙辉超市，由社会监

督员进行现场点单，抽样人员以

现场封装抽检的形式，对市场上

的山寨、掺杂掺假及虚假标注食

品进行抽检。

作为社会监督员中的一员，

良渚街道东联村村民徐红梅因为

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特地挑选

了一些孩子平时常吃的食品。“‘0
蔗糖’酸奶是否真的如产品宣传

的不含蔗糖？儿童牛排是否真的

使用了真材实料的牛排？这些都

是我关心的问题。”徐红梅说。

“市面上常有一些‘山寨食

品’打着‘名牌’的旗号，通过模仿

品牌产品的名称或包装误导消费

者；也有一些牛羊肉卷会用廉价

肉来以次充好；有一些会虚假标

注偷换概念，如‘0’糖不等于无糖

……”区市场监管局良渚所副所

长杨峰介绍，社会监督员共抽选

了8个批次群众较为关心的产品，

之后将对产品上标注的成分进行

重点监测，抽测结果将于一个月

后公布。

在仓前街道济华农贸市场，

“你送我检”活动同步开展，区市

场监管局就群众关心的农药残留

等检测指标进行送样快检，让群

众“零距离”感受食品检测全过

程。现场共送检 22批次，包括蔬

菜、肉类等农产品，快检全部合

格。

区市场监管局特别提醒，消

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一旦发现误

购了“山寨食品”，应当立即与商

家交涉，或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

诉，向监管部门反映，通过申诉等

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打假打次打山寨 守护消费者权益不止“3·15”
我区开展一季度“百姓点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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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小小护林员 消防意识记心间

本报讯（记者 郑锋龙 通讯

员 沙润东 赵紫皙）前日，余杭区

餐饮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在百丈镇

举行。

目前，余杭辖区内共有餐饮单

位9000余家，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约

有 5000家，餐饮外卖骑手有数千

人，餐饮行业存在数字化程度低、

食品安全监管难、规上企业占比

少、市场抗风险能力差、无序竞争

现象明显、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缺乏行业自律和规范、外卖骑

手人员流动频繁等问题。

首任会长俞融表示，区餐饮行

业协会的成立，是行业重塑的一个

全新开始。协会将以“行业规范、

企业个体自律、食品安全保障、标

准化建设、数字化赋能”等为管理

内容，努力将协会发展好、将行业

规范好、将消费大众服务好，保障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餐饮业

的春天已经到来。接下来，余杭会

举办首届厨神争霸赛，协会将积极

参与组织，将赛事办出水平、办出

特色、办成标杆。”俞融说。

现场，“百丈百厨”共富项目进

行签约，百丈将导入先进的经营理

念、优秀的师资队伍，助力提升厨

师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郑锋龙 通讯

员 盛俊敏）日前，仓前太炎花苑

一栋居民楼的架空层内突发火灾，

浓烟很快冲出屋门，正在附近送餐

的“饿了么”外卖小哥蔡光轼见状，

立刻冲进火灾现场，与在场群众一

同灭火。

“哪里有灭火器？”蔡光轼匆忙

将送餐车停到路边后，立刻焦急地

询问附近居民。“保安室有，快跟我

来！”在保安师傅的带领下，蔡光轼

抱着3个灭火器赶到着火现场。灭

火过程中，热浪混合着浓烟一股股

冲出门外，屋内还不断传出噼里啪

啦的声响。回想起整个灭火过程，

蔡光轼有点后怕。“但当时脑子里

什么想法都没有，只想着为消防员

多争取点时间。”3个灭火器很快用

完了，现场其他群众又送来新的灭

火器。事后统计，蔡光轼一共用掉

了6个灭火器。

接报后不到十分钟，区消防救

援大队未来科技城站消防员赶到

现场。蔡光轼片刻没停，又忙着帮

助消防员铺设水带，最终，在大家

的努力下，大火被成功扑灭。

灭火途中，蔡光轼的手机不断

传来“距您订单超时还有 5分钟！”

的消息。“订单超时是小事，灭火是

大事。”协助消防员完成灭火后，蔡

光轼匆匆骑上电动车，给顾客送餐

去了。“好在顾客非常理解，并没有

给差评。”蔡光轼笑着说。

蔡光轼来自河南安阳，在余杭

工作生活已经 7年。7年来，只要

同事、邻居遇上困难，热心肠的蔡

光轼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谈起自己的灭火行为，蔡光轼笑得

十分憨厚，“大概三年前，我也参与

过灭火。这其实没什么，就是刚好

遇上了，顺手帮了下忙，任何人碰

到这种情况都会帮忙的。”

据了解，当天起火是因电动三

轮车着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区消防救援大队提醒市民朋友，要

学会正确使用灭火器。起火初期，

在确保个人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尝

试用灭火器灭火。若遇火势蔓延、

扩大等危险情况时，要及时撤离。

外卖小哥几进火场用掉6个灭火器

“订单超时是小事，灭火是大事”

规范行业发展 服务消费大众

余杭区餐饮行业协会成立

近日，全市第二批共富村、共

富带、共富联合体名单公布，瓶窑

镇“乡创共同体”共富联合体，余

杭街道禹上稻乡共富带、黄湖镇

未来乡村共富带，小古城村、前庄

村、闲林村、云会村、新港村5个共

富村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共有2
个共富联合体，4条共富带，11个
共富村。

瓶窑镇“乡创共同体”共富联

合体 瓶窑镇位于城西科创大走

廊南北两翼拓展轴上，以未来乡

村建设为抓手，探索乡创共同体

模式。乡创共同体由南山村、窑

北村、西安寺村、石濑村组成，各

村通过合作经营、统一运营模式，

成功整合了各村土地、劳动力、产

业等资源，导入社会资本和优质

产业项目，吸引更多人才创业，更

好地带动集体增收、百姓致富。

余杭街道禹上稻乡共富带 包

括永安、溪塔、洪桐、下陡门 4个
村，规划面积29.12平方公里。近

年来，余杭街道以永安村为核心

开展“禹上稻乡”项目建设，以“水

稻”为核心产业，通过农文旅融

合，打造“禹上稻乡”地域品牌，进

而带动苕溪以北全域的产业发

展，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从“环境

美”到“产业美”的转型升级。

黄湖镇未来乡村共富带 包

括青山村、赐璧村、清波村。近年

来，黄湖镇坚持以生态保护和公

益文化为主线，通过产业空间打

造和运营管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发挥青山村的人才、产业等

资源优势，进而带动赐璧村和清

波村发展，实现景美村强民富。

小古城村 径山镇小古城村

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

达80%；境内有马家浜文化、小古

城遗址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该村

通过“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

“议的效力”四个方面深化完善民

主协商机制，形成了“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模式。

前庄村 鸬鸟镇前庄村充分

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结合“围鸬

夜话”“监察联络日”等活动，走村

入户开展民主协商；发动村民利

用闲置土地种植蜜梨，擦亮“鸬鸟

蜜梨”金名片；鼓励村民创办优质

民宿，通过农产品和民宿创办增

收；通过“政府主导、村企合作、百

姓参与”的新模式，联手打造一处

农文旅研学基地。

闲林村 闲林街道闲林村积

极探索“公益+商业”自平衡新路

径，在小区物业运维、社区食堂经

营方面获取更多收益；积极与外

部专业运营商对接，引入新业态，

实现转型升级；以组建运营团队

的方式开展“1+N”梯度人才培育

机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

进专业化、规范化运营。

云会村 仁和街道云会村通

过“村校企”三方合作，打造小学

生课外实践基地、云会村红色研

学农耕文化体验区；实施南山果

园项目，帮助村民推进土地集体

流转，如今的南山果园仅绿康医

养中心租赁一项就为村集体增加

32万元收入；利用强村公司、共富

工坊，聚力推广“仁和有礼”农产

品销售。

新港村 良渚街道新港村属

于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区缓冲区，

以水稻、蔬菜、淡水鱼虾为农业主

导产业，村内农产品电商 3家，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9个，其中麟海蔬

果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农村合作

社示范社，公共基础设施齐备，养

老、医疗保险全覆盖。

（区农业农村局）

新增1个共富联合体、2条共富带、5个共富村

乡村新图景激活“共富基因”

宋韵知书“学有礼”春日邂逅诗词之美
本报讯 （记者 俞晓菲 杨

阳）一派东风到此时，春晖无尽

满园枝。前日，“文明圣地·亭市

有礼”瓶窑镇宋韵知书“学有礼”

诗词大会在位于南山村的浙江未

来乡村科创园举行。

现场，来自瓶窑镇5所小学的

200余名学生身着汉服，以多样化

的形式朗诵着耳熟能详的经典古

诗词，以总角之音展宋韵之美，以

少年之声扬恢弘之志。

在随后开展的体智挑战赛

中，一掷乾坤、雅歌投壶、百步穿

杨、棋逢对手等融入了传统文化

元素的趣味竞赛项目让同学们兴

致盎然、跃跃欲试。

记者了解到，瓶窑镇于去年

发布“文明圣地·亭市有礼”文明

实践品牌，开展“宋韵知书礼”主

题活动，解码瓶窑宋代文化基因，

展现“风雅处处是平常”的宋人生

活美学，推动“浙江有礼”省域文

明新实践落地落实。接下来，瓶

窑镇将继续深入开展此类活动，

进一步推动深层次文化基因与新

时代文明风尚有机融合，营造“全

民学礼仪 知书又达理”的良好氛

围。

余杭农商银行全体股东：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决定召

开本行 2022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2023年4月7日（星期

五）下午 14:00开始。

（三）会议地点：临平区南苑街道南大

街72号本行15楼多功能会议厅。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出席会议人员：

1.本行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本行董事、监事；

3.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主要内容：
（一）审议余杭农商银行 2022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草案）；

（二）审议余杭农商银行 2022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草案）；

（三）审议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草案）；

（四）审议余杭农商银行 2022年利润

分配及股利分配方案（草案）；

（五）审议余杭农商银行 2022年度财

务决算和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

案）；

（六）审议余杭农商银行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方案（草案）；

（七）余杭农商银行 2022年度信息披

露等情况说明；

（八）届中增补余杭农商银行董事。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已经本行预先登记出席股东大

会的，由本行送达会议出席通知，无需再

办理登记手续。

（二）除前款外的其他股东以及前款

中因故不能出席或原授权股东要求变更

委托代理人的，按如下方法登记并领取会

议出席通知：

1.登记时间: 2023年3月31日-4月6
日，上午8：00-11：30；下午13：30-17：00。

2.登记地点: 临平区南苑街道南大街

72号本行10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手续:
（1）需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

身份证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需出席会议的企业法人股东由法

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应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出席，

需委托其他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报到时间：2023年 4月 7日

（星期五）下午13:30-14:00时。

（二）会议报到手续:
1．已办理会议登记的出席人员，请

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

证件及会议出席通知出席。

2.由于携带证件或文件不齐全，导致

无法确认其股东或代理人资格的人员、未

办理会议登记及延误报到时间的人员，将

不能出席会议。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玲慧

地址：临平区南苑街道南大街 72号
余杭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15858255782 0571-86209987
邮编：311100
特此公告。

注：授权委托书请至本行网站（www.
yhrcb.com）下载并打印。

余杭农商银行
2023年3月17日

关于召开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华文佳 林雪

凡 通讯员 马娜） 昨日下午，3·
19森林消防宣传日暨“我是小小护

林员”活动在长乐森林公园举行，

34名来自长乐中心小学的学生争

做森林防火的倡导者、宣传员，共

同守护绿色家园。

“小小护林员”们通过巡山了

解到护林员的日常工作，并观看了

一场森林灭火演练，连接水管，取

水，出水，浇灭模拟火源……消防

队员敏捷的动作让学生们十分震

撼。“这个工具叫铁扫把，如果森林

中发现较小的火苗，就可以用这个

扑灭火源。”区森林资源综合巡查

队队员夏文强一边介绍一边示范

灭火器具的正确使用。

学生虞梓轩是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灭火器具，感到十分新奇：“消

防员叔叔和护林员介绍了很多消

防器材，还让我上手试了一下，今

天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森林消防的

知识。”

据悉，我区现有林地面积 67
万亩，森林覆盖率 45.59%，各镇街

有专职护林员 158名。进入春季

防火期以来，区应急管理局利用

墙绘、横幅、标语、宣传资料等，多

形式开展森林春季防灭火宣传教

育活动。此次“我是小小护林员”

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有了别样的

森林消防体验，更增强了他们的

消防安全意识。“这次活动让他们

体会到森林在大自然中的重要作

用，学习到一些森林消防安全常

识，从而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

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目

标。”夏文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