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茶类品类齐全

庚庄茶楼：做南阳最专业的茶文化

日前， 南阳供电公司
配电运检室对 10Kv 龙供
七线进行带电检修作业，
并带负荷更换龙供 706 开
关， 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
活用电。 图为电力工人正
在带电作业

本报记者 吴秋水 通
讯员 王涛摄

带电检修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南阳宾馆北侧的庚庄茶
楼致力于做南阳最专业
的茶文化， 主营茶艺培
训、各大名茶、精品茶具、
茶座服务、 私人订制等，
是商务洽谈、 小型会议、
沙 龙 茶 会 的 首 选 。
茶楼引进的药膳，是在中
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
论指导下，严格按药膳配
方，选用药食两用之中药
材， 与相宜食物搭配，并
根据传统二十四节气和
食用对象，采用独特饮食
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

法制作而成的养生上品。
茶品方面， 六大茶类

品类齐全，各类大众名茶
以高品质为主，均为原产
地茶品，是名副其实的好
茶。 该店代理有猿抱子古
树茶和绿雪芽白茶品牌，
茶品价位段由低到高，大
厂出品，卫生安全，有品
质保证。 性价比高的入门
级茶品，价格优惠适合团
购作为礼品； 高端茶品，
可做轻收藏。 该店还提供
专业知识培训，欢迎大家
咨询加盟。 同时，结合茶
品， 茶楼还配备有陶器、

瓷器、紫砂、玻璃、金属、
竹木等不同材质的精美
实用茶具。 各种茶礼与茶
具礼盒，能够为企业单位
或者个人，专门量身订制
礼品或者器具。

茶楼的茶艺课堂开设
有生活茶艺初级班、成人
茶艺专业班、少儿茶艺兴
趣班、亲子茶艺班、茶艺
师专业班、精品小班等多
个课程，有专业持证茶艺
师一对一授课，面向社会
常年招生。

该茶楼的庚庄药膳，
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的

菜谱，选用四季新鲜食材，
搭配药材， 以营养清淡好
消化为主。汤粥文火慢炖，
单锅单炖， 让药材的效力
充分发挥， 从而使药膳的
药效更为明显， 达到食补
的目的。 该茶楼定期推出
特色养生菜品、各类新菜，
欢迎各位顾客品尝。

庚庄茶楼， 传递茶文
化，分享品质茶品。 提供
专业茶座泡茶服务，享特
色药膳，送精美礼品。 电
话：61569878，地址：南阳
日报社向南 50 米路东庚
庄茶楼。

本周有降雨，气温又跳水

20℃与 7℃ 只隔了一场春雨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陈书洁） 近两日， 白天最
高气温超 20℃，不少市民
脱掉冬衣， 换上了春装。
本周五起气温开始下降，
周末迎来降雨，昼夜温差
较大，提醒市民夜间外出

时可适量增加衣服以免
受寒。

气象部门预计， 本周
我市降水量 5 毫米至 25
毫米， 较常年同期均值略
偏多， 周平均气温 9℃至
10℃， 较常年同期均值略

偏高。周四左右，有阵雨或
雷阵雨； 周末受冷空气影
响，有小雨。周内其他时间
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

虽然天气转暖， 但昼
夜温差较大，谨记“春捂秋
冻”。

具体天气预报 ：3 月
13 日多云，13℃至 23℃；14
日多云，10℃至 21℃；15 日
多云转阴，8℃至 20℃；16
日多云，7℃至 11℃；17 日
小雨转中雨，7℃至 11℃；
18 日小雨，7℃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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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优秀新闻栏目

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充了储值卡，饭店关门了

本报帮你来解决
本报讯（记者 王陈）充了储值卡，商家却

关了门。 3 月 9 日，市民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讲述了自己在消费过程中的遭遇， 希望
本报能帮助予以解决。

李先生称，自己于去年 8月在城区某饭店
充了 2000 元储值卡， 现在卡里还有 1000 多
元，但最近去吃饭时发现该饭店已停止营业。

记者拨通了该饭店所属公司的电话。 该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李先生充值的饭店已停
止营业，所以不能在该饭店消费，但李先生可
以携带储值卡到旗下其他正常营业的餐饮店
消费，并承诺卡内金额可以共用。目前李先生
和商家已经沟通好，对结果比较满意。

本报今年继续推出“3.15，晨报在行动”
栏目。 如果你在消费中遇到烦恼，可以通过
晨报热线 63505005、63505007 告诉我们，我
们为你排忧解难。

3 月 12 日，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党委委员杜峰带队值班《行风热线》
节目。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症下药
全面展开作风整顿年活动

根据“干部作风整顿年”活动要求，
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树立“群众
利益无小事， 群众哪个方面不满意、就
在哪个方面下功夫”的理念，全力打造
南阳交管“一次办妥”政务服务品牌。

南阳市交通管理支队车驾管大队
副队长丁举川介绍，在今年的干部作风
整顿活动中，南阳市公安交管支队针对
工作中存在的宗旨意识淡薄、履职能力
不足、工作作风不实等突出问题，在全
市交管部门开展主题岗位练兵，集中解
决工作效率低、办事拖沓、态度生硬、秩
序差等问题，杜绝为民服务过程中服务
态度不端、 执勤执法不严不公等现象。
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以提素质、转作
风为着力点， 以抓监管促规范为切入
点， 进一步引入交通事故在线定损、在
线理赔，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加强警邮合作，在邮政营业网点受

理车驾管业务，真正把交管业务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依托互联网综合服务平
台、“交管 12123” 平台及新上 PDA 智
能查验终端等，实现“前台受理、内部传
递、后台审核，短信告知”，让群众只跑
一次腿，实时掌握办理进程。

【行风反馈】
1.听众咨询：摩托车增驾业务怎么

办理？
回复：南阳市区的群众需要本人携

带身份证、驾驶证到南邓路白河驾校报
名考试办理驾驶证增驾业务，各县的群
众可以到县交警部门报名办理。

2.听众咨询：家用轿车报废需要

什么材料？ 到哪个地方办理？ 补贴怎
样领取？

回复：根据公安部《机动车报废回
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家用轿车报废
需车主开上待报废车辆并携带行驶证、
机动车注册登记证书到卧龙路十二里
河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公司进行拆解报
废。 2015 年到 2017 年淘汰黄标车时有
政策性补贴，2018 年黄标车补贴政策
尚未出台，普通车辆拆解报废后按照车
辆自重和市场钢铁价格进行补贴。

爱车借给朋友开

出了车祸很无奈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借车给朋友，结果

车被撞坏了。虽然朋友维修过，但车主孙先生
心里总有些不舒服。

春节过后， 孙先生的朋友借孙先生的车
开两天。随后朋友说车不小心碰到树上了，修
好就给送过去。朋友把车送过来后，看不出任
何碰撞的痕迹，只是孙先生心里还是不痛快。
“我很爱惜车， 以后肯定不愿意再把车借人
了。 ”孙先生说。

大多数车主都不愿把车借给别人， 也很
少有人借车使用。“现在公交车、出租车和网
约车都很方便， 如果为了方便借朋友车使用
而出现意外，徒添烦恼还伤友情。 ”市民李先
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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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南阳市水务集团
3 月 14 日，南阳市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