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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集团召开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议

吕长富主持召开
高新区天使基金2015年度

第三次投委会

打造绿色环保公租房

 6月4日上午，合肥

市副市长、中科大先研

院、合工大智能院及中科

院创新工程院项目建设协

调领导小组组长王翔主持

召开了三大研究院项目建

设协调领导小组综合调度

会议，高新区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建设协调

6月5日下午，“合肥

高新区文明创建表彰暨文

明推进大会”在管委会一

楼多功能厅召开，高新区

工委通报表彰了高新区文

明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集团公司、高新

城创、高新公交荣获“高

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赵姗

姗、闫小光、束薇薇、柳

娟娟同志荣获“高新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 

长期以来，在高新区

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

下，高新集团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6月9日上午，高新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蔡霞

主持召开高新集团2015

年度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合肥

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建设项

目巡查办法（试行）》。

集团董事范成贵、葛子

勤、熊卫东、汪洋、凤

雷、丁增长、赵东朝出席

会议。 

会上，高新集团财务

融资部通报《高新集团

2014年度财务报告》，

该报告集中反映了集团

2014年财务状况，并就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重

要财务指标和事项向各位

领导小组副组长金刚（兼

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办

公厅副主任唐世金出席了

会议；市重点局、市审计

局 、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市发改委、市消防支

队、高新区有关部门、三

大研究院以及其他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根本，不断巩固

思想道德基础、

激发团结奋进力

量、弘扬社会新

风气。认真组织

开展各种文明创

建活动，并积极

参与高新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常年组织干

部职工参与省市

区 组 织 的 各 项

志愿服务活动，

定期举办道德讲

堂、文明课堂等

活动，为推动高新区文明创

建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后，高新集团办将

董事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

建 设 项 目 巡 查 办 法 （ 试

行）》，该办法采取每周

会议听取了高新区管

委会、市重点局等有关单

位关于三大研究院项目建

设工作的汇报，重点对建

设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

事项进行讨论、研究，并

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会

议认为，目前研究院建设

工作正稳步快速向前推

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以此次推进会议为契机，

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

全面巡查和重点抽查的方

式，要求巡查组对建设项

目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

全、进度进行严格把关，

有效促进高新集团建设工

王翔主持召开中科大先研院等三大研究院
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综合调度会

坚持不懈深化文明创建 争当全区文明创建先锋

进，取得的成绩值得肯

定，但要在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更好更快地推进智

能院和创新院项目建设；

会议要求，智能院和创新

院要总体考虑，统筹规划

好下一步建设计划，提前

做好项目规划、建设资金

筹措等各项工作。

     (集团公司 蔡昊）

各项高新区文明创建工作

中来。 

（集团公司 赵姗姗）

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的不断提高。该办法获

董事会全票通过。  

（集团公司 邓桢桢）

6月3日上午，高新区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吕长富主持召开合肥高新区天使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2015年度第三次会

议，经贸局、建发局、财政局、科技局、

招商局、纪工委、高新集团等投委参加会

议。 

会议听取了高新科投公司关于本次上会

的两家拟投项目投资方案的汇报，经认真讨

论，投委会分别全票通过两个拟投项目投资

方案。其中一个项目是一家专用设备制造企

业，主要研发生产小型撬装式LNG装置和微

小型撬装式BOG再液化回收装置，并以此

为切入点，全面参与天然气开采、液化、运

输、利用等各个环节。 

另一个项目是一家从事汽车总线控制系

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的科技型企业，公

司主营产品包括汽车CAN总线智慧客车运

营系统、汽车CAN总线仪表、汽车CAN总

线车身控制系统、胎压监测系统及智能公

交系统等相关汽车电子产品。 

会议还听取了高新科投公司对部分已投

企业2014年经营业绩情况的汇报，并就对

赌的业绩考核形成一致意见。 

截止目前，天使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9

个，累计投资额约8900万元。

                              （集团公司 于文竹）

日前，合肥高新区投资建筑面积最大

的公租房项目——皖水公寓已完工。该项

目总投资约4亿元，总建筑面积14.1万平方

米，共2600套公租房，主要出租给在高新

区内进行工商登记和税务注册企业的新就

业员工或外来从业人员。预计今年年内可

投入使用。公寓地下车库采用的光导照明

系统和屋顶的太阳能热水系统，每年可节

省约52.7万度电，为住户节省资金约48万

元。图为公寓屋顶太阳能热水系统，该系

统比常规电热水器节能75%以上，预计每

年可节约用电37.7万度以上，全年可节省资

金34万元。

                   （6月15日《合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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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至10日，上海市

政协考察团来皖考察我省政协

协商民主建设情况。6月9日

下午，上海市政协主席吴志明

一行莅临我区考察中国科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上海市政协领

导周太彤、贝晓曦、徐海鹰、

齐全胜等参加考察。省政协领

导王明方、王秀芳、王启敏、

仲建成，市领导董昭礼、刘晓

平、杨思松，区领导李兵等陪

同考察。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

院是安徽省、中科院、合肥

市、中科大四方积极探索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实践基

地。是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重

要创新平台，考察团一行实地

为加强公司基础管理工

作，提升制度建设规范化和科

学化水平，近日，高新公交公

司组织召开了制度建设专题讨

论会。 

会议重点分析了公司现

有制度及工作流程情况，梳理

无制度类工作14项次、无流

程类工作8项次，分别涵盖了

行政后勤、运营管理、财务管

理、服务监督等公司生产经营

的各个方面。会议要求相关职

能部门要认真做好讨论交流意

见的整理、归纳工作，以“制

近日，高新区召开公交智

能站亭项目启动会，标志着公

交智能站亭建设工作的正式启

动，这既是今年高新区重点民

生工程项目之一，也是高新区

打造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环。

公交智能站亭主要以电

子站牌为载体，依托公交智能

调度管理系统实时行车数据，

建立公交车到站预报系统。通

过电子站牌，乘客可以看到该

线路下一辆乃至该线路全部公

交车的运行情况，即哪一站有

车、哪一站没有车、预计什么

时间到达本站、车上的人员拥

挤状况、该车是否出现故障等

信息，便于市民安排自己的出

想父母了，打开手机随时

看望；老人摔倒，打开手机一

键求助；视频观看，放心把孩

子交给保姆；有人闯入，电话

报警语音威慑；出现烟雾煤气

还会自动报警，作为2015清新

互联倾力之作--“清新微视”

电商平台旨在为广大家庭、

为加快推进合肥再生医

学组织工程中心实验室项目建

设工作，5月27日上午，高新

集团副总经理葛子勤率市招标

局、省医药设计院、安徽省中

灏造价事务所、高创公司及集

团公司项目管理部相关人员，

赴上海尚瑞公司考察对接实验

室项目建设工作。 

上海尚瑞公司项目负责

人首先介绍了上海复明生物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尚瑞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

建设、运行情况，之后考察人

员详细参观察看了实验室的装

修及实验室所采用的设备和器

材情况，并在现场就装修材

料、设备参数及设计要求等进

行了咨询和交流。在随后的对

接会上，省医药设计院负责人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实验室的初

步设计情况，并根据现场考察

察看了先研院的科教创新展

厅，并听取了各项展品及项目

的详细介绍。考察团对中国科

度化、流程化、信息化”为原

则，对有关制度中涉及到的法

律法规内容要以严谨的态度做

好核实、比对工作，确保颁布

实行后的制度真正成为公司强

化管理基础、防范管理风险的

前提和保障。 

最后，会议强调，公司制

度建设工作是公司近期的一项

重要工作，全司上下要统一思

想、形成合力，在工作推进中

要有所突破，确保公司制度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

        （高新公交 孙晓亚）

行计划。电子站牌还能发布政

府公告、便民信息、媒体资讯

等，多方位满足乘客信息资讯

需要。另外，所有站亭将配备

统一的硬件设施，并采用统一

的外观样式和主体颜色，建成

后将极大改善市民候车环境，

提高公众出行质量。 

根据项目规划，智能站

亭项目共涉及习友路、香樟大

道、望江西路等7个主干道，以

及天柱路、银杏路（支路）、

彩虹路等6个次干道共计64个

站点，建设工期4个月，预计今

年年底投入使用。

       （高新公交 康梦园）

商铺等用户提供智能、贴心的

安全产品和交流平台。自6月1

日网站上线以来，收到广泛热

情的关注，清新互联加快后台

优化管理工作，此次“清新微

情况，与尚瑞公司就其需求情

况进行了深入沟通，进一步提

出详细修改意见。 

葛子勤要求，尚瑞公司

及各相关单位要抓紧完成项目

的装修设计、装修单位的推

荐、需采购的设备清单及技术

参数的确定等各项具体工作，

大和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技术研

发与成果转化给予高度评价。

                         （管办）

并要求各相关单位加强对接、

考虑周全，不疏漏任何细节问

题；同时明确各阶段完成的具

体时间节点，要求各相关单位

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工作。同时对市公

共资源管理局等有关单位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 

      （集团公司 高丽娟）

上海市政协考察团来我区考察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高新区第二公租房（高新·皖水公寓）
项目获国家资金支持

高新公交组织召开制度修订讨论会

高新区正式启动公交智能站亭项目

终于等到你
热烈庆祝“清新微视”电商平台正式运营！

高新集团率队赴上海尚瑞公司考察对接实验室项目建设工作

近日，安徽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下发《安徽省发展改

革委安徽省城乡住房建设厅关

于下达安徽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第

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高新集团公司申报的高

新区第二公租房（高新·皖水

公寓）项目获得2015年第一批

中央预算内资金485万元。这

是我区继2014年永和家园三期

东组团建设项目得到中央预算

内资金支持后，再次获得中央

预算内资金支持的项目。 

高新区第二公租房（高

新·皖水公寓）项目是服务

园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园区

整体环境的重要民生工程。配

套基础设施项目涵盖道路、供

水、供电、路灯、绿化等工

程。中央预算内资金的下达将

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

资金保障。

     （集团公司 杨辉）

  6月15日，天使基

金投资企业清新互联旗下

“清新微视”电商平台

(www.tsingwise.com)正

式开放购买。

视”电商平台开放销售，努力

将最完美、最易用的网站平台

使用体验呈现给大家。

“清新微视”电商平台积

极推进民用安全事业的建设，

承载的“清新微视”云视频运

营系统更是采用领先的4G传输

控制、安全加密、网络穿透、

云视频管理等技术，功能完

善，性能卓越。可向用户提供

高清视频观看、双向语音、报

警推送等服务，同时可提供云

存储、视频推广、短信报警、

电话语音报警等增值服务。可

轻松实现家庭、商铺的安全管

理全方位的贴心服务。

即日起，“清新微视”

电商平台提供网络在线购买服

务，用户只需点击鼠标成功下

单，清新互联公司将第一时间

配货发送到您手中，使您足不

出户购物。此外，在 “清新

微视”电商开放销售期间，主

打产品小清一号、小清二号摄

像机产品上线特惠，价格大幅

优惠，本着“用优质服务为客

户创造价值”的宗旨，“清新

微视”电商平台提供在线网络

咨询、留言、电话等多途径客

服，让您轻轻松松玩转产品，

成为安防达人。（清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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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与你相伴
“各位乘客，大家好，我们是高新区档案工作人员，大家若有

档案方面的咨询和需求，我们将全程为你解答和服务，档案与你相

伴。”伴随着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合肥高新集团档案宣传小分队开展

的“档案知识进公交”活动正式开启，档案宣传小分队一边分发档案

宣传册页，一边耐心细致解答乘客提出的问题，在这个属于档案人自

己的节日里做了一次乘客与档案愉快的短途旅行和互动，让大家感受

到档案就在自己身边。也为高新区为期一周的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

动拉开了帷幕。 

6月9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邀请媒体记者走进荣誉档案展览

室，用镜头、用档案记录和见证高新区20年多年来的发展成就，让大

家感受了档案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激发了高新人更加热爱高新建设高

新的信心。 

除此之外，高新集团积极参与园区档案宣传工作，赴合家福高新

广场及各社区服务中心树宣传展板，设咨询台，向群众广泛宣传讲解

档案尤其是和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比如社保、婚姻、房产等档案的重

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公众的档案意识。活动期间，高新集团在办公区

设立档案工作宣传展板，还将组织人员参加“档案与你相伴” 征文，

档案专业知识培训，邀请社会公众走进档案室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2007年11月，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全体成员在于加拿大魁

北克举行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将每年的6月9日定为国际档

案日。2013年，中国国家档案局决定自该年开始，把每年的6月9日即

“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 

                                    （集团公司 邓桢桢）

高新集团开展“档案日”系列活动

【安徽新闻联播】
安徽省举办国际档案日纪念活动

【新安晚报】
公交系上绿丝带　考生可以免费坐

【安徽广播电台】
合肥高新区探索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助力园区企业快速发展

记者昨天从合肥市高新区获悉，中高考期间，高新区的8条公

交线路共计85辆公交车将统一系上绿丝带，考生只需持准考证便可

免费乘坐。高新公交将在送考、接考时段缩短发车间隔，增大运力

供给，以保证考生顺利出行。 

目前，合肥高新公交共开通8条公交线路，途经长江西路、黄

山路、创新大道等多条主干道并对接相关公交线路。考生和家长可

拨打服务热线0551－65313620了解线路信息，以便合理安排出行时

间。 （记者　项磊）

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5月31日讯 (记

者：吴晶晶) 合肥市高新区不断探索科技与

金融深度融合的新路子、新方法，创新推出

“创新贷”、“助保贷”等贷款方式，积极

培育天使投资，助力园区企业快速发展。 

“创新贷”，是合肥首支银行和担保公

司共担损失的风险池基金，专项用于支持高

新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 

三年前，高新区企业安徽华博胜讯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遭遇发展瓶颈，幸运的

是，园区同年推出了“创新贷”。很快，公

司以信用为担保，申请到了300万元贷款。

公司财务总监梅友华：“2012，公司规模越

做越大，在资金上需要一个很大的支持才能

带入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一笔资金

过来，马上业务量快速的扩张，2013年、

2014年，每年销售额以接近50%的递增速度

在增长。” 

与普通的贷款不同，“创新贷”抵押

方式更为灵活，企业平均综合融资成本不超

过5%。自设立以来，总授信额已由最初的

6000万元增长到了两亿元，扶持企业达40

多家。合肥高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凤

雷：“可以用股权，可以用专利，可以用设

备，甚至什么都不要，就是放信用来支持

他，这个比例可能在30%多。我们扶持的这

些企业，有五家成功上市新三板。” 

“创新贷”推出后，高新区又开始试点

“助保贷”，一系列创新贷款方式，为高新

区内73家企业成功贷款1.96亿元。 

在创新贷款方式的同时，高新区积极引

进风险投资，尤其是天使投资。 

2013年，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成立，高新区每年拿出3000万，对园

区内早中期科技型企业进行天使投资。两年

来，深入走访企业近两百家，实际投资项目

17个，投资额超过八千万元，行业涉及新能

源、新材料、移动互联、智慧交通等。高新

科投总经理袁英博：“作为一种奖励措施，

部分的股权允许企业回购的，利率比较低，

保证了股权相对集中。两年内，绝大部分企

业(综合)指标很大的增长，小部分企业维持

一个小增长。” 

高新区先后出资2.2亿元，发起设立4支

创投基金，集成电路、机器人、新能源汽车

等专业基金也在酝酿之中。而高新区管委会

给予的两免三减半的房租补贴和税收返还等

奖励政策，则吸引了26家创投公司落户高新

区，初步形成股权投资基金业的集聚。 

与此同时，高新区还建立直接融资后备

企业资源库，分阶段、有重点地培育上市挂

牌主体。今年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正式开闸，高新区就有13家企业在股转

系统挂牌，占合肥市的72%。 

一系列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的有益

探索，正助力合肥高新区企业快速发展，助

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

（2015年5月31日《安徽广播电台新闻

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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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

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

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

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

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

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

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

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

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

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饮用雄黄酒、菖蒲

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

端 午
（唐）文 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七律.端午 

（唐）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竞 渡 歌（节录）

（唐）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

节 令门·端 阳
（清）李静山

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

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

七 律·端午
老 舍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

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

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

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悬艾叶菖蒲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

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

滞、杀虫灭菌的药物。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

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端午节上山采药，则是我国各国个民族共同的习俗。

端午·问典

端午·诗选漫话端午

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已流传至中国各

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

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

赛事。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

说；纪念伍子胥说 ；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

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

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

《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

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

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

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

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

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

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

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

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

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

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

舟以纪念之，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

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

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

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

们还付予了不同的寓意。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

代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

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景动人，

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

至二十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

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

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族、

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

天在南方的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

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开始

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

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每

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

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

等及英国。

佩香囊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

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

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

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

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

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

色色，玲珑可爱。

食粽

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

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

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

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成为广东

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

这时，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

仁，称“益智粽”。 时人周处《岳阳风

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

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

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

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

等，品种增多。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

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

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

“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

“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元、明时

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

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

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

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

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

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

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

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

东南亚诸国。

端午·习俗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
也是各种各样，比较普遍的活动有以下种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