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 闻
三家村藕粉厂、
李法根食品有限公司、径山绿神茶苑

获评市第二批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高洁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发文公布了第二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余杭推荐申报的
杭州三家村藕粉厂、杭州塘栖李法根食品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径山绿神茶苑三家单位榜
上有名。
三家村藕粉制作技艺是第五批省级非遗
名录项目。近年来，杭州三家村藕粉厂作为
三家村藕粉制作技艺的保护单位之一，积极
弘扬藕粉文化，恢复生产传统的手削藕粉，开
展“手削藕粉”技能大赛，设立中小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并计划建设三家村藕文化陈列馆，
展示老底子的藕粉制作工艺。
塘栖李法根食品有限公司是市级非遗名
录项目“传统茶食制作技艺”的保护单位之
一。法根糕点保留手工制作、选料讲究、口味
怀旧、质量保证，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口碑和品
牌认知度。法根食品不仅是浙江老字号企
业，还多次获得“消费者信得过产品”荣誉，是
杭州市著名商标。
径山绿神茶苑是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径
山茶炒制技艺”的保护单位之一。该企业种
植 了 径 山 茶 300 多 亩 ，年 生 产 精 品 径 山 茶
3000 公斤，注册的绿神商标被评为余杭区第

二届公众最喜爱的十大商品和浙江省著名商
标，绿神牌径山茶多次在中国国际茶业博览
会和世界名茶评比获得金奖。2017 年周方
林与徒弟俞荣祥还获得了杭州市非遗绿茶制
作技艺大赛炒茶能手称号。
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中实现保护与传
承，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今年 5
月，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启动了“第二
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申报认定工作，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共
评审公布了 21 家单位，此次余杭上榜了三家
单位，数量位居杭州地区前列。

种粮大户主动服务 解了农户晒粮
“心愁”
通讯员 沈祥林 记者 金晓榕
本报讯 这段时间，晚稻收割进入收尾
期，但时晴时阴的天气让许多农户收割上来
的稻谷不能及时晒干。良渚街道的一些种
植大户看到这种情况主动，帮助农户把稻谷
烘干。
良渚街道东莲村的一处粮食仓库内，4
台三层楼高的烘干机 24 小时不停运作，一天
能烘干 60 吨稻谷。
“因为最近天气都不好，许
多农户收割起来的稻谷不能及时烘干，没有
烘干的稻谷就容易变质。”急农户之所及，烘
干机的主人、种粮大户姚初良主动站了出
来，帮助周边的农户烘干稻谷。目前已经帮
助了十几户农户，烘干了大约一千吨稻谷。
据了解，目前良渚街道有 5 位种粮大户
积极帮助周边较小的农户进行稻谷烘干。
他们共拥有烘干机 18 台，每日约可帮助农户
烘干稻谷 228 吨。

首先面向杭城提供线上线下互动服务
本报讯 由国内家纺龙头企业杭州奥坦
斯 布 艺 有 限 公 司（真 北 集 团）自 主 研 发 的
FBC 布艺物联网平台正式开通，将于本月 8
日上线运行，该平台将首先面向杭城消费者
提供线上线下互动服务。
奥坦斯 FBC 布艺物联网系统以大数据
为依托，实现了由传统的产销模式向 C2M
（工厂端对消费端）模式的转变，达到实时高
效在线交易的目的。消费者通过 FBC 物联
网直接与工厂无缝连接，由此绕开传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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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下身子找短板 狠下决心优环境

余杭街道
“美丽余杭”
建设掀全民行动热潮
■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孝东

本报讯 昨日，余杭街道“美丽余杭”建
设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对历次被评为区级
“最不清洁”的单位进行回头看。据了解，自
“美丽余杭”建设开展以来，余杭街道通过自
查工作短板，不讲理由、不说借口、不谈困
难，全面推动“最不清洁”整改摘帽,下决心
出狠力，加快环境面貌的
“美丽转变”
。
据悉，全区每月“双最”评比结果出炉
后，余杭街道第一时间进行大公布、大宣传，
在全街道形成“争当最清洁、告别最不清洁”
的良好氛围。同时，及时组织“最不清洁”单
位负责人召开分析会，播放曝光问题的照片
和录像，
“红脸出汗”分析原因，制定各自专
题整改方案。针对薄弱村及乱堆放等重点
难题，由街道牵头职能部门专题会审、联合
执法，并对问题反弹实施“红黄蓝”预警，对
卫生死角严防严控，加大巡查力度。同时，
延长保洁时间，加大保洁考核力度，实行保
洁服务外包单位末位淘汰。
在此基础上，余杭街道组织村社网格长
分片“交叉检查”、分组打分，相互促进。与
此同时，还积极发动“美丽志愿者”力量，建
立健全志愿者队伍，充分动员“民间河长”、
“巾帼护水志愿者”及“公益家庭”，深入开展
全民清洁、大力宣传、联合督查、全民监督
“随手拍”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
措施，余杭街道目前已掀起了全民爱清洁，
全民搞卫生的热潮，男女老少既扫“自己门
前雪”，又管“他人瓦上霜”，使清洁的更清
洁，不清洁的变清洁。下陡门村，从 6 月、7
月连续两个月的“最不清洁”村，一跃成为
11 月的“最清洁”村，成为街道环境面貌“美
丽转变”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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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坦斯 FBC 布艺物联网平台开通
■记者 徐赣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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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加价环节，可便利地实现个性化定制
消费。同时 FBC 平台优化整合跨界资源，提
供软装整体设计及配套一站式服务。消费
者只要进入 FBC 物联网、奥坦斯天猫旗舰
店、奥坦斯京东旗舰店，即可像平时天猫购
物一样快捷地选取或定制相关成品窗帘、沙
发坐垫套、地垫等产品。
奥坦斯布艺是《纺织品装饰织物》国家
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
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 AAA 级纳
税信用单位，奥坦斯品牌是相关部门重点培
育的品牌之一。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对标时

尚产业发展方向，努力推进家纺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计划在 2018 年投入人民币 3 亿元
打造家纺面料生产智能工厂。同时，该公司
致力于实行 O2O 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的商业
运营新模式，力图以新的战略规划拓展出新
的市场增长点。
此次 FBC 布艺物联网平台的运行，是奥
坦斯企业开拓创新的新举措，是家纺行业智
能发展新的风向标。奥坦斯企业正在不断
丰富和拓展物联网生态圈，助力家纺行业转
型升级。

郎丽英入选第十三届杭州市
“道德模范”

（紧接第 1 版）毅然回到仙宅村开了一家小理 的孝贤事迹和积极乐观面对困难的精神深深 余杭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团队、南苑“好邻居”
发店。她主动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一边工作， 地感动着周边的人，她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 老年义工团队等 20 名区级
“道德模范”
。
一边悉心照顾弟弟的生活起居。2013 年，父 持和艰辛的付出也同样感染着当地村民百
为进一步深化“最美余杭”精神文化品
亲的病情加重了，夫妻俩又把父亲接回了家， 姓。2014 年底，在首届“仙宅好家风”评选活 牌，区文明委制定出台了《礼遇道德模范实施
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控制父亲的病情，郎 动中，郎丽英一家从 108 户“好家风”初评家 办法》，褒奖善行义举，形成“好人有好报”的
丽英每天三次不辞辛劳地送父亲到当地社区 庭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孝贤之家”桂冠； 良好氛围。区文明办和美丽办联合出台了关
卫生服务站打针，并每月不定期地赶往市区 2015 年先后被评选为市级“最美家庭”、省级 于印发《
“美丽余杭人”发布工作实施方案》的
医院送化验单、咨询、配药等，风雨无阻。村 “最美家庭”，区级“道德模范”；2016 年获得 通知，开展了“身边好邻居、身边好人”评选活
里人都说这个家多亏有这个女儿。去年初，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荣誉。
动，形成了月月推、月月评、月月有好人的良
父亲安详离世，郎丽英转而将重心转移到照
近年来，我区通过开展“发现真善美，传 好态势，在全社会营造了学习道德模范、争当
顾聋哑姐姐、智障弟弟身上。
递正能量”主题活动，培育选树了一大批“身 身边好人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全区先后
郎丽英不光对娘家人好，对公公婆婆同 边好人”
“最美人物”和道德模范人物，为引领 有 30 人（集体）入选“中国好人榜”、
“ 最美浙
样也很孝顺，平时遇到二位老人身体不舒服 社会新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发挥了积极作 江人”、
“ 杭州好人”，9 人入选或提名杭州市
时，总是问长问短、端茶送饭。双方老人也常 用。2014 年以来，我区已连续组织二届道德 “道德模范”
。
在邻里乡亲面前夸自家这位儿媳好。郎丽英 模范评比，评选出了以许国华和邱山二号岗、

5 家竹拉丝厂
仍在生产经营
百丈镇：春节前完成关停整治

■记者 李书畅

本报讯 据群众反映，百丈镇前期对竹
拉丝厂进行了大力整治，可如今依然还有一
些无证竹拉丝厂企业在生产营业，对周围居
民生活造成影响。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昨日，记者来到 S201 省道边上的百丈
村木桥头拉丝厂，看到该拉丝厂内堆满竹
子，工人忙个不停，厂里的切割机不断产生
噪音，在离加工厂不远的田地里，一些工人
正在晾晒竹丝。
百丈镇是生态大镇，竹拉丝厂等无证作
坊式加工点逐渐成为困扰当地环境的因素
之一。今年以来，全区全面开展“低小散差”
行业整顿，该镇目标是在 11 月底全面完成
辖区内无证加工点的整改。经统计，百丈辖
区内共有 31 家无证竹拉丝厂，其中 26 家已
完成整顿、关停，并及时拆除了地面违建，但
还有 5 家仍在生产经营。
随后，记者前往镇里了解情况，百丈镇
副镇长金杰说，百丈每年大约产竹近 200 万
根，每年 10 月份前后是产竹高峰期。下一
步，镇里将落实相关举措，加快消纳囤积毛
竹，预计春节前全部完成无证竹拉丝厂的关
停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