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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天目山镇月亮桥村

陆家的百亩稻田开始收割。今年，月
亮桥村村集体从村民手中流转 170

余亩稻田，用来打造农业观光田。首

批种植的是杂交米，预计今年有七万

斤的产量，并以“月亮米”为品牌进行

包装、销售。据月亮桥村负责人介绍，

目前收割、烘干、包装等流程都借助

机械化，预计 5天新米就能上市。
收割后，这里还将种植观赏性油

菜花，花期能保持三个月。

文／记者 朱艳

图／见习记者 胡建强

基本案情
2016 年 4 月起，被告人张某某为

非法获利，通过 QQ、微信等方式与买

家联系商定售卖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

的卷烟的品牌、数量、价格，由买家将货

款打入被告人张某某购置的以他人身

份开户的银行卡后，被告人张某某从他

人处购置假烟并通过快递邮寄给买家。

截至 2017 年 2月案发，被告人张某某

自行或者通过下家销售假烟共计 190

万余元。

上述期间，被告人张某某以支付

150 元至 200 元不等的价格，从他人处

购得身份证、银行卡及 SIM 卡，并使用

上述身份证、银行卡及 SIM 卡用于假

烟生意。

经法院审理，被告人张某某因犯销

售伪劣产品罪、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 65.1 万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

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

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

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

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

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

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

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变造居

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检察君说
如今微商铺天盖地，乍眼之下似乎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卖。然而事实却

并非如此，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违反国

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销售假冒伪劣

卷烟，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我们身边不乏微商打着“内部烟”

的名义售卖卷烟，据了解，网络上销售

的卷烟多为假烟，所用原料质量低劣，

而且生产设施、运输条件以及储存条件

等都缺乏质量监督和保障，至于微商所

谓的“内部烟”更是无稽之谈。此外，《烟

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除了取

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

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依法销售

烟草专卖品外，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得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烟草专

卖品。检察君提醒，网络售烟是违法的，

若发现网络售烟行为和线索，应及时举

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环境。

通讯员 林剑

真的有“内部烟”吗？假的！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小王，你们家电线怎么又

私拉出来了，电瓶车不能在楼道口充

电。”“家用轿车不能停在绿化带上，把

绿植都压死了。”“垃圾应该分类投放。”

……每当熟悉的声音响起，居民就知道

是李京芳阿姨来了。

李京芳是吴越人家“临里红管家’

党建联盟成员，今年 62 岁的她是一位

退休教师，平时爱管“闲事”，身兼小区

的宣传员、信息员、服务员、调解员、监

督员、示范员，社区里搞文艺活动、卫生

整治、文明宣传、平安巡防等等，都有李

京芳的身影。用小区居民的话说，演出

服往身上一穿，李京芳就是小区的“网

红”。

去年 5 月，吴越人家小区率先成立

“红管家”管理模式参与小区管理，李京

芳积极报名参加，成为红管家成员元老

级人物。吴越人家会所有个乒乓球活动

室，很多乒乓爱好者每天都会到这里活

动，李京芳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

多年来，坚持清扫会所周边的环境卫

生，默默无闻。

李京芳的真心付出，拉近了与小区

居民之间的感情。小区有什么事儿，只

要她说句话，大家都积极响应。“铭记党

员身份，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递下去，在有生

之年还能发挥点余热，为小区办点实

事，我很自豪。”李京芳笑着说。

“红管家”李京芳：爱管“闲事”的小区“网红”
小朱跑气象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早出晚归的

市民直呼“冷”，中午在外的市民喊“太热”。嗖嗖的冷

风让不少市民准备好了“棉毛裤”，一等降温就迅速加

身。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棉毛裤可以暂且放一放，

因为接下来的七天，气温略有上升，最低气温都在 10 度

以上。

好天气持续在线，本周末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最低气

温 11度，最高气温 23 度，适合约上三五好友去秋游、野

餐。“如果只能选择一天出游，那么我推荐周六。”区气象台

信息预报员推测，周六当天多云到阴，云系较多，紫外线直

射少，更有利于出行。

下周连晴，周三至周四可能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雨量

较小。下周最低气温 11 度，最高气温 22 度，可以暂别“棉

毛裤”。“别小看这个 10 度以上，体感温度会有很大的差

别。”区气象台预报员说，“这个可是‘短袖 + 外套’和‘长袖

+ 外套’的分水岭。”

最近临安的天空，渐渐染上了一层金黄，加上连日的

阳光，现在正是出门游玩的好时机。然而连晴使我区有一

定干旱的风险，如果风险加剧，区气象台将适时实施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以缓解旱情，市民可以及时关注区气象台

发布的天气情况，安排出游时间。

气温微抬太阳在线
最是出游好时节

月亮米”丰收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龚苏杭

本报讯 根据《临安区城市管理局“蓝剑”行动工作方

案》的总体部署，10 月 29 日晚，区城管局开展“蓝剑 4 号”

专项行动，推进餐饮服务行业治理。

当天晚上 6时 30分，“蓝剑 4号”正式启动。在区城管

局班子成员带队下，全体人员集结完毕。整治人员分为 6

个行动组分别在主城区、玲珑、青山、高虹、於潜、昌化等区

域对餐饮业油烟排放、污水排放、燃气安全等问题开展集

中清查整治。

“蓝剑 4号”行动剑指餐饮服务行业问题乱象，在对前

期重点信访、日常管理难点梳理基础上，对重点问题商户、

重点问题区域开展集中清查，通过整治，对存在的问题乱

象曝光一批、整改一批、查处一批。

据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餐饮服务行业应该做

到四点，首先要签订“门前新三包”责任状，落实门前

卫生、绿化、秩序管理责任。其次要安装油烟净化器，

经净化处理后的油烟经专用烟道高空排放，定期对净化

器进行清洗、维护和保养，并登记在册。第三是要建设

与日用水量相配的隔油池，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城

镇污水管网，定期对隔油池进行清捞、维护和保养，并

登记在册。第四要做到垃圾不乱扔、噪音不扰民、经营

不占道。

据悉，本次行动共计出动检查人员 100 余人次，检查

餐饮商户 100家，发现油烟净化器未清洗、油烟地排、未安

装隔油池等问题 92 处，发放整改通知书 20 份，立案查处

9 起。接下来，区城管局将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

看”，督促餐饮商户整改到位。

区城管局“蓝剑 4号”行动
剑指餐饮排污乱象

停电通知2019年 11月 1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1月 6日 12:30-16:30

1. 停科技 V792 线钱塘站锦福家园分线开

关；2.停科瑰 V772线 59#杆空载分线开关；

3、停科技 V792线锦福家园开闭所进线开关

锦福家园 6#变, 锦福家园 5#变, 锦福家园

2#变,锦福家园 1#变,锦福家园 7# 变,锦福

家园 3#变,锦福家园 4#变,锦福家园 8#变

民主村老虎山公变

1.停科技 V792 线青岭站至民主村老虎山分

线开关；2. 停科临 V771 线老虎山分线 22#

杆空载分线开关

12:30-16:3011 月 6日

锦和家园 1#变, 锦和家园 2#变, 锦和家园

3#变,锦和家园 4#变

1. 停笑岭 V750 线锦民站锦和家园分线开

关；2.停科弦 V746 线 29#杆空载分线开关；

3.停笑岭 V750 线锦和家园开闭所进线开关

12:30-16:3011 月 8日

———2018 年 11 月，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

———2019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

过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纳

要》。

———2019 年 6 月，浙江省委、浙江省

人民政府发布了《浙江省推进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向我们阔步走

来。

浦发银行作为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全

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之初便将“为开发

浦东和发展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服

务”写入企业章程。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作为

首家入驻浙江的股份制银行，25 年来，始

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与浙江经济同频共

振，为区域发展“输血供氧”。

【专注身边服务】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下辖网点 100 余

个，业务范围覆盖全省 9 个地市，坚持以科

技为引领，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为目标，

努力为更多企业、个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

的金融服务。

各项贷款余额超 2000亿元，按银监口

径规模在当地股份制同业中排名第 1。

服务企业客户超 10 万户，个人客户超

500 万户。

营企业客户数占总贷款客户数的比例

为 87%，贷款投放份额占总量的 75%。

近 5 年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超 900

亿。

【专业金融方案】
聚焦“长三角一体化”，浦发银行着力

铸造四大领域专业金融方案，以“长三角一

体化旗舰综合金融服务商”为目标，为国计

民生提供全流程专属服务。

（一）普惠金融服务

加大服务优质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力

度，信贷规模保持充足供应。“新 LPR”机制

下主动下沉定价，最大幅度实现让利。

支持长三角“一网通办”政务平台建

设，加大在线供应链平台建设。仅 2019 年

前三季度，已投产三大在线供应链平台。

推出企业“微信开户”、“惠开户”等服

务，推广小微“房抵快贷”、“设备通”、“浦银

快贷”、票据贴现等产品，积极助力“最多跑

一次”。

（二）科技金融服务

上海总部专设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杭

州分行为科技金融重点分行。推出《科技金

融服务 2.0》、《企业科创板上市投行服务方

案》、万户工程培育库。

创设“科技含权贷”、“政府科技补贴

贷”、“科技快速贷”、“风险池基金”等融资

产品，量身定制，为不同成长阶段的科创型

企业提供“融资 + 融智”的专属金融服务。

浙江今年首批科创板上市的 3 家企

业，全部是浦发银行长三角重点合作客户。

（三）“股、债、贷”一体化服务

以债务融资工具为拳头产品，推出民

营企业风险缓释凭证 CRMW、港行联动境

外债、银行间 ABS、绿色金融等特色业务。

专设“凤凰中心”，为辖内 270 余家上

市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支撑，融资近 200 亿。

2019 年前三季度落地组合融资近 30亿。

面向国家基础建设、科技项目、民生需

求等，为多个并购案例配套中长期项目贷

款，打造特定场景融资对接。

“引资 + 引智”，包括引进内外部资金

如机构、总行资金，引进外部资产管理专业

机构如基金、信托，引进内外部产品如 ETF

基金等。

（四）自贸区和离岸金融服务

2013 年率先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2019 年率先推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

金融服务方案》。以香港分行、新加坡分行、

伦敦分行、浦银国际为基础，打造涵盖离

岸、自贸区和海外分行在内的国际业务经

营平台。

在拓展 FT 账户功能、扩大人民币跨

境使用和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领域推出多项

首发业务。

以上海自贸区辐射效应带动长三角联

动发展，落地 FT 企业存款、FT 结售汇及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

获取境外低成本融资：“离岸直贷”为

境外融资提供对外担保、信用增级、风险参

与和融资中介等支持；通过“参付通”业务

融资性地参与我行客户跨境贸易项下进出

口贸易融资的风险。

【专门配套机制】
配套体制建设：分行行长亲自挂帅，成

立支持长三角一体化领导小组，并下设突

击小队，负责牵头、协调、信息沟通、项目推

进等事宜。

配套机制优化：积极对接杭州大湾区

建设，加强重点区域网点布局，提高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业务服务能力。

配套差异化政策，包括差异化风险政

策、资源配置、专项补贴、项目与产品协同。

配套优质服务：积极践行“融资畅通工

程”，深化民营企业、普惠金融业务，实施专

项审批，搭建内外资金渠道，提供金融保障。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将始终坚持“金融

为美好生活创造价值”的企业使命，秉承

“新思维、心服务”，始终与浙江同频共振、

血脉相连，以金融力量支持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聚焦实体经济，深化普惠

金融，积极参与并见证浙江作为。

浦发银行积极拥抱长三角一体化 将使命和担当践行到底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浙江临安锦绣钱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会所 2#）

杭州青山湖石化有限公司

停科技 V792 线钱塘站锦绣钱塘分线锦

绣钱塘开闭所会所 2#支线开关

1. 停科技 V792线青岭站青山湖石化分

线开关；2. 停科瑰 V772 线 71# 杆空载

分线开关

12:40-13:30

13:30-16:20

11 月 6日

11 月 6日

三口电管站 1#变,三口车站配变

1. 停三口 V552 线三口电管站分线 4#

杆三口电管站 1# 配变低压总刀闸 2.停

三口 V552 线三口车站变分线 1# 杆三

口车站配变低压总刀闸

08:10-16:0011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