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本报讯渊记者 郑逸菲冤6 日至 9 日，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姒健敏带队来临，开展“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改

革发展”蹲点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钢，副

主任吴云海，副区长沈建参加调研活动。

姒健敏一行先后听取临安区及於潜镇、天目

山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

工作情况汇报。在对教育、文化、卫生等情况进

行详细了解、询问后，姒健敏对我区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

蹲点调研期间，姒健敏陆续走访了於潜镇观

山村、昌化镇白牛村、湍口镇迎丰村、天目山镇

一都村等地，详细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

实地考察学校、卫生院和文化礼堂建设与运行情

况。

“低收入人群占比多少？”“山核桃、笋干、茶叶

销路如何？有没有种植中草药？”“村里老百姓晚上

做什么？”在与村干部的座谈交流过程中，姒健敏

对农民收入和文化生活特别关心。他指出，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理念和作风。要注重发挥

文化的作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山核

桃文化等，用文化集聚资源，产生规模效应，助力

乡村振兴；要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培养和引进人

才，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聪明才智；要盘活村

集体资产，充分调集各类闲置资源，将资源转变为

资金，增加村集体收入。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九三学社省委

会有关同志一起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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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 3 级，气温 25 到
35 度，平均相对湿度 70%，空气质量指数 50
到 70，明天晴晴到多云，偏东风 3 级，气温 25
到 35度。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7 日，区委统战部

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

会、新联会负责人及部全体机关

干部，专题学习贯彻区委十四届

六次全会精神。区委常委、统战

部长吴春法参加会议。

会议解读了全会报告，并结

合统战工作实际，就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作出部署。与会人员一致

认为，全会报告是上接天线下接

地气的政治报告，是翻篇归零再

出发的动员报告，是明确目标压

实责任的发展报告。报告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回顾总结临安践行

“八八战略”取得的成就，重点部

署了“六大硬仗“，目标明确、举

措扎实。

会议强调，要抓学习、聚共

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一定要原

原本本地学，学深、学透，在统战

系统凝聚高度共识，将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区委的部署和要求上

来。要抓谋划、重落实，主动对标

报告，结合自身职责，在推动基

层统战工作建设、深化区校合作

共建、开展民主建言活动等统战

重点工作任务落地上下功夫。要

抓创新、攻难点，创新统战工作

载体，开辟统战工作新路径，增

强统战工作实效，为在更高起点

上奋力续写美丽幸福新临安建

设壮美篇章，作出统一战线最大

贡献。要抓班子、强队伍，结合大

讨论活动，牢固树立干部就是干

事、职务就是担子、权利就是责

任、岗位就是使命的观念，着力

打造政治上坚定、业务上精通、

作风上过硬、精神上振奋的统战

干部队伍，树立团结、民主、温

暖、守纪的统战干部良好形象。

区委统战部

创新载体
增强统战工作实效

记者 王苑阳

本报讯 今年，我区将农业产业

化项目列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主

要涉及山核桃和竹笋两大产业。项

目要完成退化竹林改造 3 万亩，建

立山核桃综合治理示范基地 1000
亩、山核桃混交林示范基地 500 亩

和干腐病综合防治示范基地 8000
亩。

区林业（农业）局借力“山核桃

亮牌战略三年攻坚行动”和“竹产业

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两大载体，成立

实事办理工作小组，合力推进工作

开展。截至目前，其中两项任务已超

额完成。山核桃混交林示范基地造

林 541 亩，完成率达 108%，山核桃

干腐病防治面积已建设 23 个示范

基地 8759 亩，完成第一轮药剂防

治。

再过一个月，临安的“黄金果”

山核桃就要采收了。这几日，岛石镇

呼日经济股份合作社的山核桃基地

正忙着张网，购置采收机械。自然落

果和张网采收，已是主产区林农采

收山核桃的首选方式，也是我区山

核桃综合治理示范基地的标配之

一。

此外，建设山核桃综合治理示

范基地还包括土壤改良及测土配方

施肥、林道建设、病虫害综合防

控、生态混交经营等内容。土壤改

良是治本之策，测土配方施肥是综

合治理示范基地推进的核心驱动

器。

乘着全区山核桃亮牌战略行动

的东风，岛石镇太平里村村民帅正

龙的 160 棵山核桃树就是专用石灰

配方“挽救”回来的。长期过量施

肥，土壤酸化板结，2013 年，这批

树第一次投产，仅有 200 斤干籽的

收成，次年，却是颗粒无收。正在帅

正龙愁眉不展时，区林业（农业）局

山核桃首席专家丁立忠等人组成的

科技小分队送去了石灰施用配方。

首席团队蹲点示范基地，针对肥料

不见根、没入土、撒不匀等施肥问

题，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这片林子施用专用石灰肥的第

三年，帅正龙坐收 1000 斤干籽，

“现在这片林子很健康，树叶亮绿

而且厚实，新长的枝丫有不少，今

年收成应该也不错。”去年，区委

区政府及时出台 《临安山核桃亮牌

战略三年攻坚行动》，大力推进生

态规模种植基地建设，助力产区林

农解决致富路上的难题。此外，混

交林示范基地、干腐病防治示范基

地等民生实事项目也借此行动顺利

推进。

我区农户赖以生存的民生之树

还有一颗常绿树：竹子。竹产业振

兴是临安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我

区有 97 万亩竹林，长期经营后，

竹林退化现象严重，竹农经营积极

性下降。今年年初，我区竹产业振

兴工作提上日程。

借力临安竹产业振兴三年行动

计划方案，退化竹林改造工作有序

开展。据竹笋首席专家张有珍介

绍，全区竹林退化改造现有三种模

式：施用生石灰、水旱轮作、走观

光农业路线。目前，全区有 4000
余亩水旱轮作，一半以上选择规范

化综合治理经营，少许竹林走上三

产融合之路。

於潜镇光明村和逸逸村、天目

山镇周云村、太阳镇高拔村等地走

在了“竹改稻”水旱轮作模式的前

头。青山湖街道潘联村还制定出了

退化早竹林改造和覆盖种竹留养的

计划表，规范化综合治理退化竹

林。

天目山镇徐村村的仙草小镇是

退化竹林发展旅游经济的鲜活样

板。仙草小镇的 450 亩基地原先是

一片低效竹林地。“这里的竹子种

类多，形态美，又是在天目山脚

下。”浙江天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仙草小镇筹建组负责人钱森明看中

的是这片林地的观赏性，“在药材

种植的基础上，基地预留了 60 亩

竹林做观赏园。”

从低效经济林到三产的跨越，

钱森明的经营思路与我区竹产业提

升转型方向不谋而合。在今年年初

制定的 《临安竹产业振兴三年行动

计划方案》 里，积极培育竹林休闲

养生新型业态是其中一项举措，在

有产业基础、休闲旅游逐步兴起的

区域，培育建设“竹+旅游”休闲

观光示范点。

农业产业化民生实事项目实施

以来，区林业 （农业） 局紧扣山核

桃亮牌行动和竹产业振兴计划两大

产业振兴行动，推进山核桃产业发

展引领区建设，重点实施综合治理

示范基地等工作。同时，通过竹林

科技型示范基地、扶持退改示范基

地，示范带动全区退化竹林改造，

以首席专家为核心组织技术团队奔

赴各实施点开展技术服务指导。

两大产业行动呵护两棵“摇钱树”

记者 孙梦蕾 实习记者 何雨阳

本报讯 玲珑街道玲珑村由沙

地、玲珑、高坎三个自然村构成，村

域总面积 7.66 平方公里，全村有 13
个村民小组，村民 2500 人。该村党

委书记裘志明表示，撤村建居工作

是当前重点工作，全村上下将及时

协调解决推进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

矛盾，消除群众顾虑，确保撤村建居

工作圆满完成。

当前，玲珑村正在有序推进股

份制改革工作，为撤村建居铺平道

路。该项工作于今年 5 月启动，到目

前已通过了《玲珑村股份制改革实

施方案》，《人口股、农龄股测算报

告》和《清产核资报告》等股改重点

工作。裘志明说，玲珑村以较短的时

间解决好股改这一遗留问题，接下

去将认真制定撤村建居总体方案、

操作办法和工作计划，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发动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撤村建居工作，广泛宣传，严格

工作程序，公开透明操作，做好村级

资产处置，使撤村建居工作如期完

成。

玲珑村毗邻玲珑工业园区，属

于城乡结合部。02 省道穿村而过，

杭徽高速玲珑出口就在村西面，部

分土地已被统征。以社区管理模式

替换原有的村级管理，更有利于该

村的长远发展。裘志明说，撤村建居

过程中，将以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

政策规定为依据，遵守法定程序，规

范操作，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

三者利益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同

时，还要严肃组织纪律，确保政令畅

通，坚决拥护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

决策部署，杜绝乱发滥发钱物和突

击花钱，依法依规推进撤村建居工

作。

玲珑街道玲珑村党委书记裘志明谈撤村建居

加速完成股改 铺平建居之路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陈文奇

本报讯 区科技局数据显示，

我区目前已建成国家级孵化器 1
家 ， 省 级 众 创 空 间 和 孵 化 器 4
家，杭州市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2 家。市级以上孵化面积达到 10
万 余 平 方 米 ， 在 孵 企 业 440 余

家。创业孵化器的稳健发展，离

不开相应的运营管理服务工作考

核。日前，区科技局制定并推出

《杭州市临安区科技企业孵化平

台星级管理办法 （试行）》，成为

杭州 地区首 个 为孵 化 器 立“ 规

矩”的区 （县市）。

这一制度对孵化器企业来说，

利好多多。首先按照星级评定等

级，各孵化器将得到 6—10 万元奖

励。其次，区科技局将选聘 20 位

“812”人才创业导师，实行 1 对 1
结对帮扶孵化器、众创空间内的

20 家在孵企业。按照“梯度培育，

分类指导”的方法，我区还将建立

科技孵化平台梯度培育库，实行更

有针对性的扶持。

去年以来，我区全面启动“大

孵化器”战略，针对三类孵化器推

出十大主要扶持政策。今年，区科

技局指导多家孵化器企业创建省、

市和国家级孵化器或众创空间，并

先后开展青山湖科技城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临安创客节、天目

创客创新创业大赛等品牌活动，进

一步浓厚了双创氛围，激发了创业

热情。

我区孵化器有了星级考核管理制度
为杭州区县市首个

记者金凯华摄于於潜镇

蓝天白云
秀美山川

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7 日，区委宣传部

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学习传

达区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会

上，全体机关干部研读、学习区

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报告。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赛文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全会报告深入贯

彻了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回顾

总结十五年来临安践行“八八战

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一份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很强的

工作报告。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

主导部门，要正确理解本次全会

的背景，正确把握报告的核心内

容，切实领会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要振奋精神，保

持良好势头，狠抓工作落实，做

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打好文

化礼堂建设、文明指数测评两场

硬仗，高标准、严要求把好文化

礼堂质量关，进一步做好城市文

明程度指数测评顶层规划与载

体设计。要深化“青山湖畔话新

语”、镇街文化主题公园建设两

项创新工作，围绕中心，创新宣

传载体。要做好国石展、区博物

馆两项展陈工作，举办一个有特

色、有亮点的国石展，同时加快

博物馆展陈进度，确保如期开

馆。要高度关注网络舆情，做好

正面舆论引导。要围绕改革开放

40 周年、“思想大解放，行动大

担当”大讨论、区委区政府重点

中心工作这三条主线，牵头抓

总、创新理念，确保宣传有形式、

有内容、有成果。

区委宣传部

保持良好势头
狠抓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