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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市区700多台电子计价秤完成“年检”

入冬以来，郎溪县姚村
镇的徐英权一家迎来了非常
忙碌的日子，一家老少聚在
一起打糍粑，伴随着石锤敲
打糍粑“嗵，嗵”声，那份说说
笑笑的热闹劲儿从里到外地
透着一股开心的味道。12月
7日一大早，徐英权一家人一
大早就忙活起来，徐英权将
洗好的米倒进甑子里，烧火
开始蒸煮米。走进家里，就
闻到一股股浓郁的米饭香
味，那香味直冲味蕾，抵达肠
胃，让人忍不住吞咽口水。

“一甑子可以蒸30斤糯
米，30斤糯米浸泡后有45斤
重左右，我一天只打两三甑
子，搞多了吃不消。”平日里，
勤劳的徐英权跟随村上的瓦
匠师傅一道做做小工，到了
冬季就举着石锤打糍粑。

“打糍粑的程序很繁琐，
首先糯米就得选最好的，浸
泡24小时后，再用山泉水淘
洗，再上甑子蒸，蒸熟了的
糯米饭，倒入石臼，用石榔
头反复锤砸。”徐英权一边
清洗石臼，一边介绍打糍粑
的过程：“打糍粑是个力气
活，糯米饭在石臼里趁热打，
反复锤砸，翻过来，翻过去，
一直要打50分钟，直到把糯
米饭砸成糊状。只有打熟透
了，做出来的糍粑才绵软柔
韧、黏糯香甜，功夫到家了才
有好的口感。”

一小时后，徐英权将甑
子起锅，熟练精准地将一大
锅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倾倒在
石臼中。正巧，早上上山砍
毛竹的大儿子徐华兵也赶回
家中帮忙。父子俩围着石

臼，轮流挥举石锤打着糍
粑，直至石臼里的糯米像猪
板油一样细腻，热气腾腾地
能扯出细丝来，再把糯米从
石臼里掏出，搁置在铺撒了
粳米粉的木板上塑形。趁
着热气未消，徐英权将打好
的糯米摊开扯平拉匀均，眼
看着像猪板油的糯米饭秒
变为一床“棉被”，再用擀面
杖擀收光，糍粑基本成型
了。等到糯米冷透了，再用
菜刀切成一块块的，就是市
场上卖的糍粑。

趁着老伴余成秀淘米准
备蒸下一甑子糯米的空闲，
徐英权用两只竹篮装了昨日
打的糍粑，用扁担挑着，悠悠
行走在山野的田埂上，送往
一华里的村头小店出售。小
店里已经有三三两两的村民
在等着糍粑送来，正在购买
糍粑的王锡之告诉记者，手
工糍粑比机制糍粑吃起来更
有弹性、软糯香甜一点，无论
是火烤、油炸还是油煎、水
煮，都特别美味。每年春节
前自己都会买一二十斤用来
招待客人。

“去年隔壁的四青村搞
了一届年货节，公爹的糍粑
在年货街上‘一炮走红’，不
少人吃了说今年还要买。”徐
英权的儿媳袁芳告诉记者，
今年糍粑卖的比往年要好，
打的也比往年要早，现在每
天能打 200斤左右的糍粑。
除了村民们购买以外，四青、
夏桥等村的电商服务网点也
在代销。“除此之外，还有不
少郎溪县城的居民直接找我
们下单，我们几乎每周都要
送三四百斤糍粑到郎溪县
城，通过互联网订货和服务
网点代销，我们的老手艺迎
来了新的销售渠道。”

1.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

答：年满16周岁（不含在
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不属于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
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缴费标准是多少？
答：缴费标准设为每年

200元、300元、400元、500元、
600元、700元、800元、900元、
1000元、1500 元、2000 元、
3000 元、4000元、5000 元、
6000元等15个档次，供参保
人员自主选择。对政府代缴
费人员可保留100元的最低
缴费档次。

3.政府对缴费有补贴吗？
答：省、市、县人民政府对

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2021年
缴费补贴最低标准为：缴费
200元补贴 40元，缴费 300
元补贴50元，缴费400元补
贴60元，缴费500元补贴70
元，缴费 600元补贴 80元，
缴费700元补贴90元，缴费
800元补贴100元，缴费900
元补贴110元，缴费1000元
补贴120元，缴费1500元补
贴150元，缴费2000元及以
上的补贴200元。政府代缴
100元的补贴30元。

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领取条件是什么？

答：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

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
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

5.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如何确定？

答：（1）城乡居保养老金
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
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政府对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
参保人全额支付城乡居保基
础养老金。目前全市城乡居
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
人每月120元。个人缴费与
缴费补贴全部计入个人账
户，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
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
除以139（与现行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
系数相同）。

（2）对累计缴费年限超
过15年的参保人员，到龄核
定待遇时，增发缴费年限基
础养老金，每超过一年，增发
标准最低为每人每月2元。

（3）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时，对年满65-74周岁领取待
遇人员，每人每月增加不低于
2元，75周岁以上领取待遇人
员，每人每月增加不低于4元，
在以前调整待遇时已享受高
龄倾斜的人员，达不到上述标
准的补齐到上述标准。

6.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
特殊困难群体有何政策？

答：对符合城乡居保参
保条件的致贫返贫人员、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
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
等特殊困难群体，由县（市、
区）政府结合本地实际、确定
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
并按规定给予补贴。

（市人社局 市民生办）

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负
责人介绍，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检查
了市场内电子计价秤是否存在未经检
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使
用等情况。“对于未经检定、检定不合
格的电子计价秤，我们处以1000元以
下罚款。”

在此次检查中，我市还着重对市场
涉嫌作弊的“鬼秤”进行了处罚。共查
处了4起计量“作弊秤”。“这些‘作弊秤’

的使用者大部分是鱼类、家禽、肉类摊
铺。这些摊铺的物品大多比较压秤且
价格较高，很多摊主就起了不法之心。”
据了解，查处的4起“作弊秤”分别是宣
州区1起、泾县1起、旌德县2起。

“对于‘作弊秤’，我们一般处以
2000元以下罚款，还会根据涉案金
额，没收相应的违法所得。”计量科负
责人表示，这些案件中的摊主最高被
没收了6000多元的违法所得。

“我是宣州区杨柳镇高桥村的一名老党员，也
是五保户。这么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照顾和关心
我，我现在过得很开心，就想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作为回报。”近日，69岁的刘光农在宣州区红十字
会签订完遗体、眼角膜捐献志愿书后，说起埋藏心
底已久的一个心愿。

关于这个心愿还得从2010年说起。当时正从
事保安工作的刘光农常常经过市区府山广场，那里
有关于遗体、眼角膜、器官捐献等红十字知识宣传
专栏。不忙的时候，刘光农喜欢驻足细看宣传内
容，看着看着便心生捐献的念头。

“现在爱心人士很多，他们都自愿捐献自己的
遗体、眼角膜和器官，我是一名党员，更应该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多年来，刘光农一直关注捐献事宜，

“岁数太大的话，器官功能减弱不适合捐献，像我这
样的情况更适合捐献遗体和眼角膜，遗体可以用于
医学研究，眼角膜能够使他人重见光明，挺好的。”

虽然刘光农年纪较大，但是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说起话来井井有条，干起活来也干练。无儿
无女的他如今与干儿子住在一起，闲不下来
的刘光农总是找活干，从而减轻一大家人
的压力。据他介绍，每天除了前往干儿

子经营的食品加工厂里帮忙外，还抽空接送孙子上
学和放学，一家人其乐融融。

为使捐献志愿得以实现，不给家人增添负
担，刘光农立下了一份遗嘱交代去世后的安排，

“不要通知任何人，不搞仪式，请在第一时间通知
区红十字会，一切后事由区红十字会处理，请将
骨灰撒掉。”

离开宣州区红十字会，刘光农径直走向加工
厂，像往常一样忙活起来。对他而言，这一幕早已
在脑海中呈现过很多遍，这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一
天，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感受。

“他身上所传递出的爱心和勇气，令人敬佩
和感动。”宣州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
王雅如见证了刘光农老人签订志愿书后感触颇
深地说道。

让生命延伸，为大爱感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
快速发展，捐献已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很多人也希
望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让生命和大爱得以延续。
据了解，2021年宣州区新增登记捐献志愿者16名，
捐献成功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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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晨
特约记者 王香 文/图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约会”。
11月25日一大早，宣州区敬亭山街道巷口桥

村的姐妹董唯和董婷便开始忙活起来。姐姐董唯
精心挑选了向日葵、情人果等鲜花，用红色的彩纸
彩带包扎好，妹妹董婷则忙着烘焙生日蛋糕。

一番忙碌后，姐妹二人收拾妥当，便带上蛋糕
和鲜花，心怀敬意地去见一位素未谋面的老人。

原来，前段时间，董唯在抖音上看到了一条“五保
老人自愿签订遗体、器官捐献书”视频。看完之后，董
唯当即感动得流下泪来：“这个爷爷太伟大了，无儿无
女，明明自己过得那么辛苦，还愿意在百年后把器官、
遗体捐赠，奉献社会，让生命和爱得以延续。”

董唯和妹妹在市区共同经营一家鲜花蛋糕
店。她和妹妹商量，每年老人生日时给他送蛋糕，

妹妹听后举双手赞成。
紧接着，董唯便在视频

下留言：“想每年给老人送
生日蛋糕，希望能提供联
系方式。”经过一番打听后，
董唯终于联系上五保老人

刘光农。刘光农得知来意后
却连连摆手，不肯让年轻人破

费。“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能麻烦你们！”最终在姐妹俩的坚持

下，刘光农告诉了董唯他的工作地址。
当天上午10点 30分，冬日的暖阳格外和

煦。姐妹俩在宣城农批物流园门口见到了刘光
农。因善结缘，这是一场值得纪念的见面。姐妹二
人双手将蛋糕和鲜花送到刘光农手上，老人左手抱
着鲜花右手拎着蛋糕，连连说着：“谢谢，谢谢，让你
们破费了。”

三人边走边说，来到老人工作的地方。董唯说
自己大二就入了党，大学时期也经常参加公益活
动，看到刘光农爷爷能有这样无私的想法并付诸行
动真得很感动，刚好自己开了家鲜花蛋糕店，就想
尽自己的一份心意为爷爷送些温暖。

刘光农也坦言，自己怎么都没想到，人生中的
第一束鲜花是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姑娘送来的。
收获感动之余，他还勉励董唯和董婷要努力奋斗，
贡献社会。

“爷爷，您的生日是4月23日对吧，比我父亲的
生日晚10天，以后，每年我们来给您过生日。”最
后，董唯和刘光农老人约定，以后每年都要来给他
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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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粑“打”出幸福生活
◇余克俭 本报记者 余庆

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民生工程政策解读

奋进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
小 康 圆 梦

全市电子计价秤完成“年检”
处罚4起“作弊秤”

大
爱

暖
心

在菜市场买了一大堆菜，回家后一称重发现缺斤
少两了，想想就让人生气。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全市在用的
4000 余台电子计价秤进行免费检定。在检查的过程
中，他们对17家使用不合格电子秤、4家使用“作弊秤”
的商家进行了处罚。

日前，在市区凉亭塘菜市
场，记者走访发现，每个摊铺的
电子计价秤上，都张贴上了检定
合格的标志。“今年4-9月，我们
完成了对市区21家在营集贸市
场经营户使用的700余台电子
计价秤进行免费检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计量科负责人告诉
记者，各县市区的电子秤检定，
按照属地负责原则，由当地市场
监管局下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组织实施。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我

市就对市场在经营的电子计价秤
进行一年一次免费检定。按照相
关规定，市场上使用的电子计价
秤在使用前，必须在“中国电子质
量监督业务协同门户”网站登记
申报，经检定合格并发放合格证
后，才能在市场上使用。菜市场、
集贸市场管理方，也有义务向经
营户告知这一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一出现称
重误差，就代表电子计价秤存在“猫
腻”。以30公斤称量范围为例，一般
情况下，5公斤以内的物品，出现正负
5 克的差距，都属于正常情况。而
5-20公斤的物品，差距范围则在正
负10克以内。20-30公斤的物品，差
距范围则在正负15克以内。

“如果市民实在不放心，在称重
前可以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放在
电子秤上，看显示数值是否与手机重

量一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
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区各大菜市场、
集贸市场内都摆放了公平秤，市民如
果对市场内购买的物品不放心，也可
以通过公平秤校对一下。

“对于电子计价秤的监督管理，
我们并不是一查了之。我们将不定
期地对市场内使用的电子计价秤进
行监督检查和抽样检定，维护公平公
正的市场计量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余健

C 电子计价秤存在微小误差属于正常情况

B 全市查处了4起“作弊秤”

◇本报记者 徐晨
特约记者 陈莉 文/图

刘光农签订捐献志愿书刘光农签订捐献志愿书。。

姐妹俩看望刘光农老人姐妹俩看望刘光农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