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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是第 35 个教师节，

区委副书记、区长骆安全、副区长

高吉亚走访学校，向一线教师致以节

日问候。

在天目高中，区领导一行首先来

到教师办公室看望教职工。骆安全说，

在教师节来看望大家，祝你们节日快

乐。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近

年来，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希望大

家继续努力，再创佳绩。骆安全参观了

校园环境，了解师生就餐、住宿等在校

生活情况。他说，教师是个崇高的职业，

付出很多，非常辛苦，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教育事业，保障教师的各项待

遇，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

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实验初中以“优秀师生成长摇

篮”为办学定位，现有 16 个班级，

711 名学生，55 名在编教师。刚进校

园，骆安全就和省特级教师金霞握手

致意，祝她教师节快乐。他说，优秀

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希望

有更多金老师这样的优秀教师扎根教

学岗位，泽润莘莘学子。

随后，骆安全一行参观了校园，

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教育教学等情况。

骆安全说，教师要专注于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教育部门要全力为教师教学创设

优良环境，让老师们定心从教、热心从

教。希望广大一线教师再接再厉，让老

百姓放心把子女交给学校、交给老师，

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

区领导李赛文、吴云海、高吉亚、

裘小民还分片进行了教师节慰问。

区领导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9 日，我区 2017 年限价期房

准购证发放工作启动。据了解，

2017年城改项目共涉及4个街道、
32个项目、45个区块、4324户。图
为锦城街道发放现场。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叶炜 摄

2017年限价期房
准购证发放

本报讯 昨日晚上，十四届区委常

委会召开第 72 次会议，研究“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第一时间

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和杭州市委关于主

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主题教育工作。

区委书记卢春强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市委关于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有关精神，听取了我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关于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实施意见》（送审稿）。

会议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

须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切实增强开展主题

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会议强调，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

不分环节，要高站位系统谋划，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

穿全过程，把“三学三促建名城”贯穿全

过程，并将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与市委

“干好一一六、争当排头兵”结合起来，

与区委“三化”战略结合起来，与灾后重

建“五场硬仗”结合起来，与学习王丰华

同志先进事迹结合起来，确保主题教育

方向不偏、内容不空、工作不虚。要坚持

“头雁”标准，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

育，不折不扣落实好规定动作。会议要

求，要注重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常委会

表率带动、示范导向作用，为各地各部

门开展好主题教育立标杆、作示范。要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全区主题教育扎实

推进、取得实效。

会议决定，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召

开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暨王丰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会，全面贯彻落实上级精神要求，部署

我区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撤市设区两周年“915

爱临安”主题日活动有关工作。

坚持“头雁”标准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

十四届区委常委会召开第72次会议
研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记者 潘鑫卉 通讯员 袁贤根

本报讯 近日，区财政局携手临安农合联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政采云公司共同开发的杭州地区首家扶贫馆正式上

线。据悉，开发线上扶贫馆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

《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扶持我

区结对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前期，我们根据相关要求，在区商务局的推荐下，联系

了临安农合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辅导其在政采云上注册，

先行确定该公司为我区扶贫馆供应商，为扶贫馆的顺利开

设提供基础保障。”区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扶贫

馆顺利开馆，政采云公司建立了临安扶贫馆微信工作群，实

时指导临安农合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扶贫馆门户开设和商

品录入工作，并加强对录入商品的审核。经过多方努力，临

安扶贫馆于日前正式上线，共录入贵州施秉农业商品 18

件，成为杭州地区第一家上线的扶贫馆。

杭州地区首家扶贫馆上线

记者 高红波 通讯员 李巡按

本报讯 记者从交通运输局获悉，临金高速公路先行段

已完成招投标，中标单位为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

行段计划 9月底前进场施工。这标志着临金高速临建段项

目主体工程进入实质性开展阶段。

临金高速公路临安至建德段工程起于浙皖交界的千秋

关，经过杭州市临安区、桐庐县、建德市，终于杭新景安仁互

通处，全长 85.44 公里，工程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速度 100km/h，路基标准宽度 26m，项目初步设

计概算约 200 亿元。

其中临安境内 44.7 公里，沿线设置互通 5 处，分别为

横路互通、於潜北互通、於潜枢纽、潜川互通和乐平互通；服

务区 1处（潜川服务区），停车区 1处（横路停车区）。此次完

成招投标的临安区境内先行段 24.1 公里，投资概算约为

50亿元。

临金高速是《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方案》“十

横、七纵”路网布局中的“一纵”———宁金高速公路的一段。

线路从北至南贯穿临安中部的太阳、於潜和潜川 3 个镇，大

部分路段在临安境内，项目的实施将完善临安中部地区交

通路网架构，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推动招商引资，对加快沿

线区块的外联内畅和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截止目前，先行段征地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中房屋

征迁、坟墓迁移工作已完成，青苗补偿及土地征用工作也进

入签约补偿阶段，将于 9月份完成交地工作，为主体工程按

期进场施工做好保障。

临金高速公路先行段完成招投标

9月底进场 投资50亿

幸福感言：从 2013 年到 2019 年，

创业已经有 7 年了，这 7 年走来十分地

不容易，曾经有一段时间无数次想放

弃，幸好，赶上了好时候，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好政策，帮助我渡过了难关。

不得不说，做临安的农民很幸福，我想，

我会一直做下去。

幸福故事：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几十

天时间，许翔的手机响个不停，都是来

询问烤全羊的事，他笑着说，10 只烤全

羊已经有了“归属”。从最初的磕磕碰碰

前进，到价格低位时的艰辛，再到现在

的红红火火，许翔说，好政策帮了大忙。

2013 年，喜欢创业的许翔辞去了

原有的工作，回到家乡清凉峰镇养起了

湖羊，当起了羊倌。

虽然家人养过山羊，许翔也耳濡目

染懂得一些养羊的知识，可养起湖羊时

却不管用了，几十只羊不明原因地死

去，损失了数万元。这时，畜牧部门开设

的培训以及专家的指导给他送去了及

时雨，难题迎刃而解。

2013 年，是羊价的高位，2014 年

开始，价格持续跳水，2016 年时羊价只

有 2013 年的四分之一。许翔感叹，当时

连每天一千元的饲料钱都快掏不出，羊

马上要断粮了。每天都想着“算了吧”，

第二天一早却依旧习惯性地去羊场干

活，只是因为不甘心。幸好，当时大学生

创业相关部门有政策，补助了 10 万元，

雪中送炭帮助渡过了难关。

之后，羊价慢慢回升，许翔松了一

口气，一心经营羊场，现在，羊场规模稳

定在年存栏 800 头、出栏 500头。

尽管羊价不错，许翔却不满足，

他又开始捣鼓起特色餐饮———烤全羊，

来增加羊的附加值。聘请专业厨师为

客人提供烤全羊，尽管每只售价 1500

元，却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许翔

说，每年靠烤全羊收入可以增加六七

十万元，利润是卖毛羊的 3倍。

生意好了，许翔又有了新烦恼：

因为路途较远，客人来了只能吃午饭，

没地方玩也没地方住。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回到清凉峰镇

创业，既为羊粪的处理提供方案增加

收入，又帮助他解决了燃眉之急：在

农场采摘游玩，在民宿住夜。这也为

他谋划羊场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我目前在对特色餐饮进行升级改

造，在此基础上，想开设一家羊文化

特色民宿。”许翔说，他已经流转了几

百亩田地山林作为基础，想发展采摘

游，形成一整条吃喝玩乐产业链。

因为土地、资金的限制，许翔的

谋划还未完全成行，他说，农业创业

很难，希望更多力量关心关爱青年创

业，也希望更多人回到家乡创业，加

深青年创业间的合作，丰富乡村旅游

产品。

记者 郑逸菲
记者手记：
因为梦想，因为故土情深，越来

越多青年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一如许

翔所说，想回来的很多，成行的打个

折扣，最终留下来的为数不多。创业

很难，从事农业更难，这个难，有资

金上的，有技术上的，有生活习惯上

的，还有个人问题解决上的，不一而

足。但是，还是有人留了下来，而且

越来越多，这里面有青年对前景的看

好，也离不开越来越多好政策的支持。

要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我区美丽的农

村土地上播撒梦想的种子，收获丰收

的果实，新农人的付出，更加有利的

政策，抱团发展推动产业转型，缺一

不可。

许翔：10万元补助金雪中送炭渡难关

本报讯（记者 朱陈伟）昨日晚上，

我区举行“追梦 70 年———教育系统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第 35 个

教师节”文艺汇演。区领导卢春强、

骆安全、李文钢、张金良、杨泽伟、

李赛文、吴云海、高吉亚、裘小民出

席。

区委书记卢春强致辞，代表区委

区政府向辛勤奋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临

安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

衷心的感谢。

卢春强说，临安素有尊师重教的

优良传统，涌现了一批与“美好教

育”相适应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特

别是 9 日，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向全社

会宣传发布临安籍教师陈立群的先进

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这

是家乡的骄傲，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

学习的榜样。希望广大教师潜心教

学、用心育人，与时俱进、奋发进

取，以德立身、以德树人，在成就学

生中成就自己、在奉献教育中绽放自

我。

卢春强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教育事业发展，持

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教师成长、学

生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全社会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教师有更好

的待遇、更高的荣誉、更大的发展空

间，让临安因“美好教育”而更加美好。

当晚的文艺汇演共三个篇章，分

别为“薪火相传·追忆教育情”“不

忘初心·共筑从教梦”“继往开来·走

进新时代”。舞蹈 《彩色的中国》 拉

开了晚会的序幕，来自 20 多所学校

的师生们载歌载舞，以歌曲、舞蹈、

朗诵、器乐、音诗画等丰富多彩的艺

术形式，为观众献上了一个个精彩节

目，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晚会在

歌舞 《歌唱祖国》 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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