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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

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在义乌召开。会

上，我区高虹镇作了题为《从美丽生态

到美丽经济 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高虹

样板》的典型经验交流发言。高虹镇村

庄经营的理念、城乡合伙人的运营模式

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肯定。

近年来，高虹镇落实“千万工程”，

以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为引领，乘

临安打造“八线十景”的东风，集中推进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建设。自 2019 年

创建以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

305%，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30%，真正实

现了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的转变。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植被覆盖率

97.6%，拥有罕见的百年大梯田、千年古

村落、万年峭岩壁、亿年巨石阵，良好的

自然环境是发展的基础。

高虹镇一手做加法，建成 30 多公

里长的污水管网，将石门、龙上、大山三

个村的生活污水全部截污纳管。创新

“生态养护 + 碳汇平衡差异化双补偿”

机制，由财政提供饮用水源保护资金和

生态公益补偿资金，根据出水断面水质

采样监测结果和森林碳汇贡献率予以

差异化生态补偿。

一手做减法，实现村庄环境障碍因

素减量化。45 天完成 457 处违章建筑

物拆除，腾出建设空间 3.6 万平方米，并

全面推广装配式农民建房，成为全国农

村住房建设示范点。通过环境整治，“龙

门秘境”成功入选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杭州热门网红打

卡地，所在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中国传统村落、浙江省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拥有许多保

存完好的古道、古井、古民居，此前一直

藏在深山无人识。

高虹镇抓住省农村综合改革集成

示范区建设契机，重点推进以农村承包

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经营

性资产股份制改革为主的“12+X”项改

革，以改革唤醒农村沉睡资源。村落景

区所在 3 个村累计发放新版土地承包

权证 1095 本、第一批房地一体不动产

证书 1107 本。

在此基础上，该镇流转土地、山林

3000 余亩，完成农村集体产权交易

1600 万元，颁发经营权证 5 本 800 余

亩，流转闲置房屋 32 幢。通过盘活资

源，3 个村每年分别获得租金收益 20

万元，闲置农房也由原先的零收益提高

到了每年每幢租金 1 万元以上，沉睡的

“资源”真正变成了“资产”。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拥有丰富的

山乡资源和极具特色的原乡生活，但人

才、资金等要素匮乏。为此，高虹镇在做

规划、做环境的同时，以经营村庄的理

念同步推进村落景区运营，大力推进

“两进两回”。既让村集体做主人、做主

体，又让运营商做经营、做产品，形成村

集体和村民当“主人”、运营商当“主

角”、专家团队当“师爷”、政府当“店小

二”的新型城乡合伙人运营模式，有效

破解了政府“大包大揽”的难题。

运营以来，累计吸引青年、乡贤 40

余人回乡创业，引入社会资本 1.5 亿元，

新增就业岗位 200 余个，村集体增收

427 万元、村民人均增收 2400 元，老百

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美丽乡村建设带

来的红利。

“目前我们一期建设工程基本完

成，下一步将继续做好环境的提升，将

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加完善。”高虹镇有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在“龙门秘

境”进行全域整治、开发，同时，进一步

深化乡村经营，让老百姓和村集体都能

够进一步增收。 记者 朱艳

龙门秘境化“美丽生态”为“美丽经济”
高虹镇深化“千万工程”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样板

章芳艳是区第四人民医院内二科

的一名主管护师。今年二月，她义无反

顾地驰援武汉，上演了一场战“疫”中的

最美逆行。如今，她回归工作岗位，又在

日复一日的忙碌中继续坚守。

援鄂结束七个多月，章芳艳如今回

想起在武汉战斗的日子，52 天的经历

都还历历在目。2 月 8 日深夜十一点

多，章芳艳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单位的

电话，问她愿不愿意驰援武汉。几乎没

有半点犹豫，她就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

定：去武汉。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

章芳艳选择暂时瞒着他们，匆匆收拾行

李就与其他 11 位医务人员一起踏上了

援鄂抗疫的征程。

2 月 9 日凌晨两点多，第二批临安

援鄂医疗队终于抵达武汉的住宿点。第

一次来到武汉，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城市

却不是想象中繁华的样子，而是一片空

旷与寂静。“街上基本上看不见行人，但

是到处都是霓虹灯，写着武汉加油、中

国加油。”章芳艳回忆说。经过几个小时

的短暂休息，第二天早上八点，章芳艳

一行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完成院感培训后正式投入战斗。

当天晚上，援鄂医疗队就收治了 40 多

位病人。

初到武汉，面对还比较陌生的新

冠肺炎疫情，章芳艳和医疗队成员们

其实心里都有担忧，“有些同事他们

睡觉都是戴着口罩的，连呼吸都很小

心翼翼。”但当穿上白衣，他们就立刻

化身为最勇敢的战士，在工作的忙碌

中忘记疫情带来的恐慌。驰援武汉的

日子里，章芳艳剪短了心爱的长发，

担起了厚重的责任。隔离病房里没有

陪护人员，病患们的吃喝拉撒，甚至

打开水、卫生保洁都需要医护人员来

负责。为了节省时间和宝贵的防护服，

章芳艳和同事们每天都穿着纸尿裤上

班，连续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就连多说几

句话都会感到缺氧、头痛难忍。章芳

艳说：“后来天气慢慢热起来，护目

镜起雾得非常厉害，里面根本分不清

是泪水还是汗水。”

从武汉回来后，章芳艳很快就又

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内二科的住

院病人以老年人为主，每到秋冬季，

病区的床位几乎天天饱和，章芳艳和

同事们往往早上七点多就到岗，忙着

给病人们挂盐水、记录病情、做生活

护理。一上午，她都脚步不停地穿梭

在各个病房之间，甚至连喝口水的时

间都抽不出来。

今年是章芳艳从事护理工作的第

十年，经历了不平凡的援鄂抗疫，她说

要将在武汉学到的抗疫精神发扬在日

常工作中，继续在平凡一线的岗位上，

显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记者 凌亦雯

剪断青丝 援鄂逆行
———记全省抗疫先进个人章芳艳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笋干、山核桃、索面、小香

薯……走进位于西子湖畔的浙江农信

丰收驿站省级旗舰店，浓浓的临安“味

道”扑面而来，吸引不少游客扫码下单。

昨日，浙江农信丰收驿站省级旗舰店

“杭州月”临安专场活动启动。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王翔参加。

为深入服务乡村振兴，2019 年 3

月，省农信联社创设了丰收驿站省级旗

舰店，由全省各地接力开展主题月活

动，已举办各类特色活动 800 余场，逐

渐成为全省各城市“展形象、聚乡贤、惠

民生”的重要平台。此次临安专场活动，

临安农商行不仅向杭州市民展示了临

安味道，也为在杭的临安乡贤搭建起重

温乡情、回馈家乡的平台。

近年来，临安农商行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秉承与地方经济发

展共生共荣的服务理念，在服务乡村振

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临安农商行与区

委组织部创新推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政银共建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建立镇

银、村银、党员帮扶三级联动响应机制。

5 年内，投入信贷资金 50 亿元、消薄扶

持资金 600 万元，为乡村产业发展“输

血”“造血”。

现场，我区授予临安农商银行“乡

村振兴主办银行”称号。

“新农人”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力

量，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临

安农商银行特别关心“新农人”群体。去

年，临安农商银行与临安新农人联合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出“新农贷”产

品，有针对性地解决“新农人”创业初期

的资金难题。截至目前，已为 70余位新

农人发放贷款近 6000 万。在开幕式上，

临安农商行再次为临安新农人联合会

提供 5 亿元的授信，支持“新农人”创

业。

“创业最难的就是资金，特别是小

狗牛养殖，是投资大、周期长的一个产

业，所以我们刚开始就需要大量的资

金。”“新农人”陈柳表示，感谢临安农商

行的金融支持，让她创业路上有保障。

当天，临安农商行还与区农业农村

局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不断拓宽“服务三农”覆盖面，让更多农

户享受到“足额、便捷、便宜”的普惠金

融服务。“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对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

我们的金融支持来助力乡村振兴。”临

安农商行副行长江波说。

浙江农信丰收驿站省级旗舰店“杭州月”临安专场活动启动

记者 朱林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杭州市农业局、区人民政府主办

的“羊名四海 庙趣横生”杭州市第六届湖羊文化节暨河桥

庙会在河桥古镇举行。活动在当地特色节目河桥鱼灯、泥

骆蚕龙、三星祁福中拉开帷幕，“湖羊一锅鲜”揭锅。区

领导杨泽伟、胡廖明、鲁一成、周玉祥，市农业农村局、市林

水局有关负责人参加文化节开幕式。

“十三五”期间，我区积极推行养殖场智能化管理，打造

了彩洋牧业、云彩农业、回乡农场等一批养殖与互联网 +、

文化创意、观光牧业有机结合的美丽生态牧场，草食动物产

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浙江省山区特色牧业发展的样本。全区

现有存栏 500 只以上的肉羊标准化养殖场 32 家，肉羊饲

养量达 12 万只以上；2019 年，畜牧业总产值达 10.4 亿，成

为仅次于竹笋的第二大农业主导产业。

以“羊名四海，庙趣横生”为主题的杭州市第六届湖羊文

化，融贯我区畜牧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理念，旨在讲好湖

羊故事，弘扬湖羊文化，展现河桥庙会特色，促进产加销融

合，共享临安农业农村发展新成就。接下去，我区将按照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强种业、做长产业、做响品牌，促进湖

羊产业提质增效；通过畜牧农机深度融合，加快畜牧业“机器

换人”步伐，依靠智能化管理、生态化养殖、数字化应用，推动

湖羊产业的迭代升级，让湖羊真正成为农民致富的产业，成

为我区乡村振兴与畜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

第六届湖羊文化节开幕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昌文线是贯穿昌化南北的重要通道，连接湍

口、河桥两镇，是昌化南侧的“门面”。结合百日攻坚整治行

动，双塔村村两委以双塔村为核心，对昌文线两侧新增的违

法建筑、乱搭乱建及沿线的环境卫生进行拆除、整改。目前，

已经顺利完成昌文线路段两侧的鸡舍鸭棚、乱搭乱建的拆

除，并对破旧的窨井盖、挡板进行了修补，百日攻坚的整治

交办点已全部清零。

这是双塔村村两委上任后的第一场“硬仗”。“能够顺利

‘清零’，离不开村民的支持和党员干部们付出，看到双塔村

一天天的变化，我们新班子对接下去的工作也更有信心

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鼎颇有感触。

郑鼎是刚刚上任的年轻村干部。郑鼎表示，百日攻坚是

对村两委工作的一次检验与大考，要以此为契机，带动村庄

“面子”“里子”一起新。

为让百日攻坚见实见效，该村两委谋定而后动，针对交

办点位情况进行多次现场探勘并逐一分析，通过责任包保

的形式一一破解。同时，就交办点四周环境卫生进行以点带

面整治，并结合“垃圾分类”宣传，促使百日攻坚向纵深推

进。

通过连日来的整治，双塔村累计拆除沿线各类违法建

筑 10余处、整治交办点 20余个，村容村貌再次提升。

昌化镇双塔村：“面子”“里子”一起新丰收驿站临安专场活动现场 记者 金凯华 摄

战疫情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楼宇）昨日下午，区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65 次主任（扩大）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钢，副主任俞琳波、

钱铮、吴云海、胡廖明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 3个教育类政府投资项

目综合评价报告和绩效评价情况报告（书

面）。今年以来，区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创新政

府投资项目绩效监督，在原有财政部门牵头、

中介机构专业评价的基础上，增加了发改、财

政、规资、住建、审计和项目主管部门共同参

与的部门管理评价。会议认为，区政府及相关

部门高度重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逐步完善

了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政府投资项目绩效

进一步加强。会议要求，要像重视项目开工一

样重视项目管理，做深做透项目前期，不断规

范建设管理，强化项目竣工验收和移交，切实

构建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要关注政府

投资项目绩效，积极探索项目国有公司代建

制。要在加强新建教育设施的同时，加大对原

有教育设施的保障力度，逐步提升全区教育

设施的整体水平。

会议听取审议了林业资源资产保护专项

资金审计情况汇报。会议认为，审计部门认真

履行职责，审计数据详实，问题分析有理有

据。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林业资源资

产保护，不断加大投入，资金管理规范，绩效

明显。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林业资金的补

助力度，高度关注生态公益林保护、山核桃林

地生态化经营，提升林业资源效益。要重视松

材线虫病防治，做到应治尽治、全封闭管理和

定点处理。要加大林相改造力度，打造彩色森

林。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优

化林业项目资金补助审核流程，加强业务培

训，提升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绩效性。

会议还研究了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42次会议有关议题。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召
开
第65

次
主
任
︵
扩
大
︶
会
议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昨日，区政协主席张金良

带领工作督导组全体成员，赴太阳镇调

研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在听取太阳镇党委关于村级组织

换届工作情况汇报后，张金良对前一阶

段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太

阳镇围绕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聚焦重

点，综合施策，取得了良好开局，为下一

步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张金良强调，要明确目标。在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换届各项工

作，确保优秀干部选得出、选得好，打造

一支“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村级

干部队伍。要落实责任。充分发挥镇级

机关干部、新当选的村级党组织班子和

村民小组长等三支队伍的作用，下沉一

线，责任到人，形成全镇上下推进换届

工作的强大合力。要细化工作。按照时

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加强选情排摸，深

入分析研判，强化工作举措，及时有效

处理影响换届工作的各类问题。要突出

重点。对选情较为复杂的村，要加强统

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全面打赢村级组织

换届硬仗。要严肃纪律。积极宣传有关

政策法规，扎实做好思想引导和氛围营

造，着力优化换届生态环境。

张金良一行还先后来到太阳镇桃

源溪村和大地村，实地了解换届工作情

况，并要求村党组织强化引领作用，确

保换届工作高质量完成。

区领导调研太阳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聚焦环境提升 让生态环境靓起来

聚焦农村资源 让厚实家底活起来

聚焦村庄经营 让原乡生活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