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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明亮的多功能活动室内，

小朋友们按照投影仪上展示的国旗

图样，认真制作国旗。

9月25日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

干山村农家书屋开展的这堂《小手

做国旗，祖国在心中》周末兴趣课，

孩子们不仅聆听县里来的老师讲国

旗故事，而且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

第一次制作国旗。

让农村孩子也有机会上周末兴

趣班，得益于德清县推动的农家书

屋改造升级计划。2021年9月，德

清县钟管镇及所属的干山村，和德

清县新华书店共同启动了“新华书

店+农家书屋”项目。根据协议，钟

管镇和干山村将原有农家书屋的硬

件设施进行改造，招聘专人并协调

村干部、志愿者进行管理；新华书店

负责提供书籍、人员培训和各类线

下活动的组织开展；农家书屋销售

书籍等收益，新华书店和干山村三

七开分成。

“因为书籍少、更新慢，开放时

间不固定，影响了书屋作用的发

挥。”钟管镇党委委员陈佳伟说，在

和群众座谈交流中他们了解到，群

众希望书屋书籍更新快一些，开放

时间能固定，活动丰富些，“如果孩

子们课后也能到书屋阅读或接受文

化熏陶就更好了。”

“新华书店+农家书屋”项目，

很好地回应了群众呼声。记者走进

利用废弃粮仓改建的干山村农家书

屋，一楼是琳琅满目的党建读物、儿

童绘本、课外书籍和畅销书，还有一

条别开生面的儿童阅读长廊。二楼

是休息咖座，既有可供七八人互动

的场所，又有露天的两三人小憩桌

椅，还有现场制作的奶茶饮品。

德清县新华书店总经理郑奇说，

这里的书除了儿童绘本外，全部都可

以借阅，而且可以在全县所有的农家

书屋异地借阅异地归还，依托新华书

店的资源优势，赋能农家书屋实现了

“从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到想读什

么书就投放什么书”“从只能买书，到

可以借阅新书”和“从单一读书，到课

外活动拓展”的三大变化，成为农村

小型文化休闲综合体。

干山村蔡蔡果园水果店老板谈

云学，就是这些变化的受益者，“我家

孩子现在读初三，从上小学开始，我

们就每周陪着她到县城的图书馆看

书借书，一去就是半天时间。现在好

了，不出村就能享受图书馆的便利。”

郑奇说，干山村农家书屋改造一

年来，吸引周边群众和工业区务工人

员近3万余人次来阅读和参加线下

活动，还销售了一些图书，“虽然收入

还不多，但看到喜欢读书的人有了舒

适的阅读体验，我们很欣慰。”

“新华书店+农家书屋受追捧，

启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满足农村群

众对精神富有的新期待。”德清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陈磊说，德清将进一

步总结经验，把农家书屋“升级”成

加强农村文化服务的综合载体。

（原载9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书店进村，农家书屋升级

在非遗传承人高训琴的传授下，湖

州市德清县钟管镇村民正在学习剪

纸。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弘扬剪纸文化，

近日，钟管镇文化站联合该镇妇联在干

山村文化礼堂内开展了非遗剪纸活动，

邀请村民一起创意剪纸，感受民间文化

的魅力。

（原载9月23日人民网）

赛会服务保障水平关乎杭州亚

运会举办地的形象和口碑，志愿者

“小青荷”更是赛场醒目的形象标签。

杭州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

际，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赛会志

愿者培训师方明“充电蓄能”，整装

待发，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过

硬的专业能力，迎接“小青荷”的新

一轮培训。

近日，记者来到湖州市德清县

探访方明。方明是德清县志愿者服

务联合会副会长，也是德清县清禾

公益联合发起人，已有16年的志愿

服务组织经验。

“家门口举办亚运会是一件令

人非常自豪的事，很荣幸为杭州亚

运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方明谈起

被聘为杭州亚运会志愿者培训师

时，激动得直搓手。他主要侧重讲

授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应急事件应对

与自我保护等内容，结合自己丰富

的实战经验，通过鲜活的案例，让

“小青荷”容易理解和实践。

身体素质、礼仪形象、外语技能

等，“小青荷”不仅要展示靓丽的风

采，还要为开闭幕式、各项竞赛及活

动提供竞赛运行服务、礼宾和语言服

务、观众服务、媒体运行服务、后勤保

障服务等13类志愿服务，起到非常

重要的沟通作用。面对高水准的赛

会专业培训要求，方明常陷入焦虑。

方明坦言，亚运会的延期让他有了更

多的时间学习，精心准备授课内容。

数月来，方明每天都花数小时做功

课，研究志愿者通用培训中的细微环

节，一遍遍观看赛事相关视频，多次

请教曾参加国际级和国家级大型赛

会的志愿者培训师……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随着杭州亚运会的氛围日趋浓厚，

德清市民积极服务亚运的热情愈发

高涨。“我能不能报名参与亚运会城

市服务？就算站站岗也好！”方明的

微信里有1万多名志愿者好友，每

天都能收到这样的询问信息。

市民“同频”迎亚运、争相为亚运

添彩的激情，让方明深受感染。今年

以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在德清县公民

道德馆为城市志愿者义务讲课，讲解

亚运知识，让市民了解亚运会。“城市

志愿者主要为亚运会和亚残运会顺

利举办营造良好氛围，协助保障城市

运行、平安和谐、通行有序，并为广大

市民及服务点位提供志愿服务。”今

年以来，方明共开课近20次，吸引数

百名市民志愿者听课。

随着杭州亚运会的脚步临近，

方明觉得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目

前，他仍在坚持线上听课，不断充实

赛会志愿者培训的理论知识，结合

个人经验为“小青荷”输出优质的培

训内容，确保志愿者以专业规范的

水平服务赛会。

（原载9月27日《浙江日报》）

杭州亚运会志愿者培训师方明杭州亚运会志愿者培训师方明““充电蓄能充电蓄能””————

让“小青荷”展示靓丽风采

非遗剪纸
进文化礼堂

28日，中国南方朱鹮种群重

建启动仪式暨朱鹮保护研讨会在

湖州德清召开，德清被正式授牌成

为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并分

别与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钱江源国

家公园、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

保护区签订中国南方朱鹮种群重

建合作协议。

在朱鹮人工繁育种群重建、复

壮进程中，浙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德清从陕西引进10只朱

鹮，先后攻克饲养、繁育、野化等技

术难关，建立第一个南方种群。

2014年起又开展野外放飞训练，

逐渐形成一整套成熟先进的朱鹮

野外种群重建操作体系，截至

2022年繁殖季结束，德清朱鹮野

外种群数量达到287只，仅其子二

代今年就成功孵化小朱鹮12只。

目前，德清县朱鹮种群数量已达

669只，是全国最大的人工繁育种

源基地。

“人工繁育技术成熟、饲养种

群数量稳定增长、种源较充足，这

些因素都为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

朱鹮野外种群复壮奠定了坚实基

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丁长青介

绍，目前我国朱鹮栖息地集中在

陕西、河南、浙江，全面推进南方

朱鹮种群重建，既是为了加速各

地朱鹮种群野化放归的进程，尽

快填补中国南方历史分布区的空

白，更重要的是，目前人工繁育的

朱鹮种群尚不具备迁徙能力，开

展种质资源交换，可以提升种质

资源质量，增强朱鹮种群的生存

能力。

此次南方朱鹮种群重建启动

后，我国将在湖南邵阳、江苏盐城、

湖北、江西和安徽等地区开展野化

放飞。

为加快中国南方朱鹮种群重

建进程，浙江将进一步增加野外放

归的朱鹮数量，在适宜朱鹮生存的

区域布局设点。据悉，位于衢州开

化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近期将陆续

放归一批朱鹮。

（原载9月29日《浙江日报》）

日前，德清县总工会举办

2022年德清县工匠人才赋能提升

研修班。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工

匠人才以及企事业单位技术骨干

共38人参加为期三天的培训。此

次培训班针对高技能人才制定了

一系列内容丰富、主题突出、针对

性强的课程，包括了技能人才政策

解读、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与高质

量发展等内容。

本次培训还安排学员们参观

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体验展馆，了解海康威视

如何将生产园区、研发园区和营销

网络以数字化的方式在展馆构建

企业数字孪生，领略音频工业听

诊、AI开放平台、车路协同等海康

“黑科技”，身临其境感受和学习数

字化管理、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研

发、数字化营销。

“这次的培训课程内容非常充

实，拓宽思路，开阔视野，特别是数

字化赋能企业发展的内容让我受

益匪浅。”学员刘钟节打算回到企

业后把学到的内容再好好捋一遍，

结合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果真正转

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此次赋能提升研修班是为德

清工匠人才量身打造的高层次研

修活动，助力工匠人才提高理论水

平和个人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和工

作能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德清

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房红良

介绍说，德清县总工会注重技能培

训和技能竞赛同频推进，建立工会

帮训促赛成长机制。今年以来已

开展技能培训77场，技能大赛60

场，项目化教学和技术服务65场

次，辐射职工6874人次。

（原载9月26日《浙江工人日报》）

中国南方朱鹮种群重建启动

德清38名工匠人才集中“充电”

日前，德清组织11家地信行

业重点企业前往南京，走进河海

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招

才引智。招聘现场，浙江中海达

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国

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推出近200个就业岗位，

吸引大量学生咨询、投递简历。3

天招聘对接，这些企业共与441

名大学毕业生达成初步就业

意向。

今年1月至8月，该县共赴高

校开展招聘活动75场，以“人才工

作站”的形式持续深化校企合作、

校地合作，新招引大学毕业生

12127人。

（原载9月26日《浙江日报》）

德清地信企业组团赴南京高校揽才

由德清宇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龙溪雅院项目
位于乾元镇东风路东侧、北郊路南侧。根据国家有关
法规政策规定，该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以公开招标方
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德清宇辰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新诚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834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73978平方米，其中：地下总建筑面积
25800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48178平方米：住宅
建筑面积47320平方米，物业用房建筑面积338平方
米，其他物业建筑面积52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659
个，其中公共车位65个，人防车位96个。

三、投标申请人条件：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
有类似项目管理经验的物业服务企业。

四、选择投标申请人方法：本项目在报名过程中，

出现符合资格要求的企业达到3家及以上时，将按照
招标文件的要求，进入下一步的公开招标程序；若投
标单位达到6家及以上时，将选择5家入围企业，其中
由招标人推荐2家，其余3家由招标人组织公开抽签
决定。如不足3家的，将重新组织公开招标。

五、报名地点及方式：在报名期限以内，请投标单
位先携带报名资料到德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
产管理科进行资料预审，资料审核通过后并携带审核
通过资料，到德清县公证处窗口（县公证处地址：德清
县武康街道云岫南路26号）办理报名备案手续。因超
期、未经预审以及未经备案的，则此次报名无效。

六、报名时间：投标申请人须在2022年9月30日
至 2022年 10月 11日（上午8:30-12:00，下午 14:
00-17:30，双休日除外）报名并携带以下资料：

1、投标申请书；2、企业简介；3、物业企业营业执

照；4、授权委托书；5、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上岗
证书、学历证书等证明材料。（以上资料一式两份）

七、上述报名工作均通过后，投标人应于2022年
10月11日17时30分前至德清县武康街道五里牌路
70号商会大厦27楼领取文件（截止时间后恕不受理）

八、联系人及电话：
德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
朱女士 0572-8076621
县公证处联系人及电话：费先生 0572-8063849
招标人联系人及电话：叶女士 15968291118
招标代理公司联系人及电话：
丁女士 0572-8021788

浙江新诚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龙溪雅院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