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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设高品质“四好农村路”推进大会在我区举行

全力建好
“四好农村路”打造乡村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 俞杰 王珏） 农村公路
是保障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农
业和农村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设施。建设
“四好农村路”，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正是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
交通瓶颈，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
保障的新时代课题。
昨日，全市建设高品质“四好农村路”推
进大会在我区举行，总结近年来我市农村道
路建设工作，分析形势，明确目标，持续发
力，深入推进城市建设，为高水平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市长徐立毅，副市
长缪承潮，区长陈如根，副区长於卫国等参
加。
上午，参会人员先后调研了我区漕雅

线、双洞线两条农村公路建设情况，并实地
踏看大径山旅游集散中心、禅茶第一村、同
安公路服务站等沿线点位。
下午召开的推进大会上，陈如根代表我
区领取“四好农村路”建设任务书，并且围绕
“高起点、高质量建好‘四好农村路’，绘就乡
村振兴新蓝图”这一主题，向与会人员介绍
我区相关工作经验。
徐立毅充分肯定了我区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工作相关举措，认为我区相关工作
举措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且目标明确、分
类科学、步骤合理、推进有力、标准具体、配
套完善、管理有序、机制完善，特别是以道路
整 治 带 动 环 境 整 治 ，以 及 通 过“ 四 好 农 村
路+”，融合乡村旅游、历史人文、产业经济等

领域，通过推动交通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投资约 30 亿元
进而带动实现乡村振兴的农村公路发展建
完成 1000 公里
“四好农村路”建设。
设思路，
值得其他区县学习借鉴。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建设
2017 年，我区被评为全省首批十大“四 “四好农村路”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
好农村路”示范县（区）之一。近年来，余杭
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高标准建设好、管
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及习近平总书记关
理好、运营好农村公路，更好地发挥农村公
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把农村公路
路引导作用，将其打造成将绿水青山转变为
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程，科学
金山银山的重要通道，真正把“四好农村路”
谋划、精心组织、全程管控，高起点高标准建
打造成民心路、希望路。要切实抓好建设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为推进农 “四好农村路”重点任务落实，坚持问题导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良好的交通保障。自
向、需求导向，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出台三年
2003 年“乡村康庄工程”实施以来，全区累计
行动计划，做好“一路一方案”，确保建、管、
完成联网公路 960 公里、大中修 505 公里、提
养、运各环节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全力
升改造 105 公里，改造维修桥梁 1423 座。今
提升农村公路通达、畅通水平，并打造一批
年 1 月，我区又在全省率先启动“四好农村
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充分体现杭州乡村

独特韵味，使人民群众生活出行更加便捷舒
适。
会议要求，要加强对“四好农村路”建设
工作组织领导和统筹保障。交通部门要充
分发挥好牵头作用，组织各区县（市）互相学
习、互相鞭策，促进共同提高；各区县（市）要
发挥主体作用，把这项民生实事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和统筹力度，加强技
术支持和要素保障；要建立考核评价体系，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充
分调动区县（市）积极性，确保把“四好农村
路”建设工作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让群众拥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集中学习提升履职能力

“公益之花”
处处盛开
本报讯 （记者 李书畅 通讯员 俞
旭霞） 昨日上午，临平街道组织开展各
类公益活动，街道、社区到处可见志愿者
们身穿红马甲，为群众服务的美丽身影。
临平街道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以“爱
分享、心相悦”
“ 公益之心、常驻于行”为
主题，开展亲子烘焙、插画、绘画、义诊服
务和送清凉等活动。来自社区的孩子们
在绘画老师的指点下，以垃圾分类为主
题，展开想象的翅膀，大胆构思，用他们
稚嫩的画笔，认真描绘出他们眼中绚烂
又奇妙的环保世界。随后孩子们和家长
共同参加蛋糕烘焙，增进亲子关系，促进
邻里关系和谐。
当天，星火社区银娥党员服务站向
共建单位临平派出所开展了赠画仪式。
此前，银娥党员服务站书画爱好者通过
一 个 多 月 时 间 ，创 作 了 数 十 幅 精 美 画
作。书画爱好者通过赠送书画作品向守
护一方平安的辖区公安干警表达崇高敬
意。
在老师指导下，一个小朋友在画以环保为主题的图画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如何准备发言、撰
写建议、发挥作用，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履职能
力？作为一名连任三届的省人大代表，拱墅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蔡玉群以自
己的亲身经历，为参加培训的区第十五届人大
代表们作了精彩讲解，博得阵阵掌声。
7 月 9 日至 11 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第
十五届人大代表赴市委党校开展集中培训学
习，围绕着代表履职能力提升这一主题，系统
安排了政治理论学习、经济社会发展专题讲
座、先进代表交流发言、小组讨论等培训内
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宏儿，副主任孙炳
松、白美玉、杜坚强参加。
在培训班上，市委党校教授朱晓明、副教
授柯红波分别为代表们作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解读和创新社会治理两堂精彩的专题讲座；省
人大代表、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与代表
们分享了自己对于新经济发展的看法、感受和
见解；何平、王建强、傅震维等 3 名区级人大代
表还就如何创新履职方式、提升履职能力作了
交流发言。集中学习和经验交流，为代表们在
今后的履职行权中找准定位、进入角色、发挥
作用、干出成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汪宏儿用内容好、形式好、作风好对此次
培训班作了高度评价，并要求人大代表不断增
强制度自信、正确认识代表地位，切实履行代
表职责。他强调要不忘初心，进一步夯实履职
行权的思想根基；要看准方向，进一步把握履
职行权的关键重点；要坚持学习，进一步提升
履职行权的能力水平；要持续发力，进一步形
成履职行权的有效成果。

贯彻落实
“富村惠民双十条”做振兴乡村经济的先行者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让农民走上富裕路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铭 通 讯 员 寿 胜
红） 余杭区今年出台的《进一步发展农村
经济推进“富村惠农”三年行动（2018—
2020）的实施意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过
程中村级组织和农民这两个关键主体，并
结合余杭实际，量身制定了扶持力度全省
领先、含金量更高、覆盖更全面的“富村十
条”和“惠农十条”新政（简称富村惠农“双
十条”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农
业规模效益是“惠农十条”的重要内容之
一。
近年来，我区通过强化政策扶持，做
好示范引导，创新体制机制，积极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截至 2017 年底，我区备案登
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60 家，拥有国家级
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5 家、省级示范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 29 家、市级规范化（示范
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38 家、区级示范性农
民专业合作社 53 家、区级规范化农民专
业合作社 91 家，工商注册登记的家庭农
场有 365 家，获区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
61 家，其中市级 30 家，省级 20 家。
但与成熟的工商业主体相比，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还面临比较大的制约和困
难。首先是对新型经营主体的风险保障
不足。相对于普通农户来看，新型经营主
体规模比较大，所以面临更大的自然风
险、市场风险和质量安全风险。
其次是大多数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
生产要素获得方面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约
束，主要集中在资金、土地、用工等方面。
资金方面，在融资筹资上普遍存在授信担
保困难、申请手续繁杂、隐性交易费用高

等问题；土地方面，土地租金呈现逐年攀
高趋势，同时，农业设施用地落实困难，建
设用地指标严重不足；用工方面，季节性
用工难找、工人年龄普遍偏大、技术工人
难留、工人工资增加太快等用工难问题日
益严峻。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
“惠农十条”明确
提出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工程。
对通过认定的区级、市级、省级及国家级
示范性家庭农场和示范性农民合作社分
别给予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及 60 万
元一次性补助。鼓励家庭农场实施连片
50 亩（含）以上适度规模经营，新增农业基
础设施（含设施装备）总投资达到 30 万元
（含）以上的，按实际审定新增投资额的
35%给予补助，补助上限为 100 万元。对
运行状况良好、产值较高且通过认定的区

级农业规范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分别给
予 15 万元、30 万元一次性补助。鼓励园
区加大投入，提升园区基础设施，对农业
园区总投资达到 100 万元（含）以上的，按
实际审定新增投资额的 40%给予补助，补
助上限为 300 万元。
我区希望通过上述政策，围绕帮助农
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目标，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完善利益分享机
制，更好地发挥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增加
收入、建设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2018
年，全年计划新认定区级以上示范性家庭
农场 10 家，认定区级以上示范性农民专
业合作社 3 家，实施家庭农场建设项目 20
个。

我区第一宗人才房项目昨在未来科技城摘牌
本 报 讯 （记 者 吕 波 通 讯 员 钟 琳
慧） 昨天上午 9 时 14 分，杭州未来科技城
133 号地块交易结束，标志着我区第一宗
人才专项租赁住房地块完成挂牌出让。
为加快建立余杭区人才专项租赁住
房制度，解决我区人才阶段性、过渡性住
房问题，积极响应“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号召,今年以来，我区扎实推进
人才专项租赁住房建设工作，余杭区第一

宗人才专项租赁住房地块昨日摘牌。
该 地 块 面 积 17805 平 方 米 ，容 积 率
2-2.2，成交价 13945 万元（楼面地价 3560
元/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人才
专项租赁住房），地块用于建设人才专项
租赁用房且套型以中小户型单身公寓为
主，70 平方米建筑面积以下住房套数占项
目总套数比例一般不低于 80%。该租赁
住房物业严格按照“只租不售”模式管理，

仅用于出租，不得出售。
按照杭州市要求，各区政府应根据
2018—2021 年住宅计划出让用地总量的
5%，确定其四年人才专项租赁住房供地
指标。今年我区需出让人才专项租赁住
房 154 亩，考虑到产业结构、人才分布等
因素，人才专项租赁住房分布在仁和制造
业基地、未来科技城、临平新城、良渚新
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大平台。

接下来，我区将加快节奏、加紧步伐
做好良渚新城人才房项目、仁和制造业基
地人才房项目、临平新城人才房项目、余
杭经济开发区人才房项目等地块的挂牌
出让工作，以进一步优化我区人才住房条
件，提升人才发展环境，为吸引留住人才
提供住房支持。

区政协专题视察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黄晟扬） 昨日，区政协组
织政协委员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集体视察，
区政协主席阮文静，副主席黄莉、陈云水、戴桂
香、赵喜凯参加视察。副区长葛建伟参加活
动。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视察了瓶窑镇
奇鹤村、崇贤街道三家村、塘栖镇塘栖村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区政协委
员分别就打造长效机制、环境改造、交通设施
建设、挖掘文化底蕴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2017 年，我区被评为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
单位，被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推选为“中国美
丽乡村示范县（区）”；径山镇等 4 个镇被评为全
省美丽乡村示范乡镇，径山村等 9 个村被评为
全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成功创建省级景区
村庄 20 个。2018 年，我区将以争创全省美丽
乡村示范区为抓手，力争基本实现美丽乡村精
品村创建全覆盖，创建 10 个美丽乡村精品区块
（线路）、10 个美丽乡村示范镇、100 个美丽庭院
示范带，创建 A 级景区村庄 45 个，其中 AAA 级
景区村庄 10 个。
阮文静强调，下一阶段，美丽乡村工作要
认识再提高，标杆再拉高，按照全域景区的要
求，规划好，建设好，争做排头兵。要基础再夯
实，工作再到位，稳步持续推进基础环境建
设。要内涵再挖掘，品味再提升，使外在形象
与内在品质相符合。要合力再增强，效能再提
速，实现共建共享新格局。要管理再用心，资
金再节约。管控再严格，建设再细致，注重过
程管理。政协机关和政协委员要持续关心美
丽乡村工作，共同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