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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
偏北风 4-5 级，气温 9~20℃。

推进
“三个全域”建设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余杭影视
精彩亮相戛纳电视节

大棚拆了 环境美了 农民富了

仓前流转万亩土地打造风景田园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钟佳菲） 昨日，
记者经过仓前街道灵源村祥余线时，发现
原本道路沿线上的大棚已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大片的油菜花田，或者是刚完成
清表的水田。
为进一步深化“全域美丽”建设，推进
全域基础环境整治，全力打造干净、整洁、
有序、靓丽、山清、水秀、景美、舒适的美丽
仓前，街道着重从“点、线、面”三方面入
手，着力改善村社人居环境品质，提高农
民、居民的生活品质，打造“富而美、安而
康”的仓前特色田园都市乡村。
“各村小组节点的打造已经基本完
成，街道今年将工作重心放在‘线和面’
上。”仓前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云超口中
的“线”，指的是“串珠成线”工程，即以各
小组整治节点为“玉珠”，通过拓宽美化村
与村道路、组与组道路为“连线”，将所有
的“玉珠”用“连线”串联起来，最终实现道
路环线闭环。而所谓的“面”，则指的是土
地流转，流转后的土地将种上水稻、油菜、
小麦作物，
形成靓丽的风景田园。
仓前街道 2017 年开始土地流转工作，
2018 年 4 月完成流转面积 11155.32 亩；大

流转来的土地种上了水稻
棚拆除面积约 4770.7 亩；发包种植面积
7282.36 亩。去年，仓前街道又对高铁新
城范围内以及主干道周边地块实施土地
流转工作，10 月下旬完成测绘及评估，11

月初完成签约，今年 3 月完成施工单位招
标。
2019 年，仓前街道已完成土地流转面
积达 5745.38 亩，拆除大棚面积约 784.67

亩，实现招标 3138.67 亩。近期，街道正陆
续开展土地清表和平整工作。
吴山前将流转出来的 1700 多亩土地
都承包给了种粮大户张苗土，最近他正忙
着指挥拖拉机匀耕土地。
“ 街道对土地流
转后的使用非常重视，天天都有街道和村
里的负责人来田边检查清表情况。对我
们这些种粮大户也非常支持，帮忙解决了
我的居住问题，以及田间灌溉的问题。”张
苗土说。
仓前街道通过土地流转，拆除了大
棚、养殖塘、围墙、不雅房屋，美化了田园
生态环境，同时，广大农民的利益也得到
了进一步保障。
“ 原先农户自己将田地承
包出去，不仅价格参差不齐，有时还无法
及时收到租金。”张云超说，如今由村里统
一付给农民租金，
确保了农户的收益。
接下来，除了完成高铁新城范围土地
流转工作之外，街道还将根据两条风情景
观路线的最终走向和“全域美丽”要求，对
其主干道、次干道周边有碍观瞻的地块，
“低散乱”
整治后的地块以及各村脏乱差整
治后的地块，
进行进一步流转，
提升全域基
础环境整治和
“串珠成线”
的建成效果。

拆迁拆不散邻里情 獐山老街百家宴暖人心
（记 者 吴 怡 倩） 4 月 13 日 傍 晚 5
时，仁和街道獐山老街上挂起了一串串
红灯笼，摆起了几十桌宴席，300 多位老
街居民围坐一起，吃着美味菜肴，唠着
邻里家常，以这种温馨的方式进行着邻
里间的告别。
在獐山老街生活了 40 多年的今年
69 岁的劳法琴对记者说：
“ 老街的生活
有酸甜苦辣，也有邻里间朝夕相处的种
种欢乐。如今老街被征迁了，我们还是
很舍不得的。”
当晚 5 点左右，老街居民们陆续来
到街上，有的互相询问着各自的近况，
有的拿起手机一起合影，一座观音桥、
一家供销社，长长的石板路……这些成
了老街居民谈论最多的话题。晚上 6 点
左右，百家宴正式开始，邻里街坊们举
起酒杯互相祝福，共同期待展望更美好
的明天。
据了解，獐山集镇整体面貌落后，
不少房屋存在着老化、采光差、消防隐
患多等问题，集镇部分地段狭窄，仅能
供行人、电动车通过。2018 年，仁和街
道启动了獐山集镇提升改造工程，獐山
集镇组涉及签约的户数共有 251 户，其
中獐山老街上的居民有 80 多户。在征
迁过程中，老街居民们对征迁工作给予
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截至目前，签约
率达 94.34%。
“拆迁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再
见面也比较难了。前段时间我们就商
量着能不能在搬迁前大家再聚上一

聚。”老街居民钱忠良说，回家考虑之 “虽然有些舍不得老街，但獐山集镇提
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掏钱为邻里
升改造是为了给百姓们打造更美好的
街坊们办一次百家宴，让大家拥有一份
家园，我们还是支持的。”钱忠良说，未
对老街的美好记忆。钱忠良从小就住
来他还计划着将餐馆重新开起来。
在獐山老街，2008 年外出经商，回来后
据了解，獐山老街区块征迁后将作
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餐馆，生意不错。
为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仁和基地）配

套项目建设区块，老街上的建筑将全部
进行拆除，并建设成美丽的景观带。
“拆
迁拆不散邻里情，等安置房建好后，大
家还是能重聚在一起谈人生、话家常
的。”
獐山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强说。

干好
“一三五”深化
“三服务”

“社区-税务顾问”实行兼合式税收宣传

余杭税务打通惠民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漏小雨 记者 徐赣鹰） 随
解政策落实情况，确保税收优惠覆盖到
着 4 月征税期的到来，我区居民张根兴迅 “最后一公里”。
速在网上申报了第一季度销售情况，
“季
“社区-税务顾问”团队是根据“一村
度免税额从 9 万元提高到 30 万元后，像我
一社区一机关”党组织结对安排，由区税
们这样的个体工商户基本就不用再交增
务局与结对社区党组织分别选派党员干
值税了。”张根兴高兴地对记者说。他表
部，共同组建宣传员团队，在社区内建立
示，减税降费政策一出台，社区宣传员就
起税收宣传阵地。借助社区党组织、网格
上门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他，让
点对辖区的熟悉度和号召力，在社区内开
他能够及时享受政策优惠。
展税收宣传，帮助社区居民、个体工商户
为了保障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余
和企业及时了解税收政策，足额享受税收
杭区税务局充分挖掘社区党组织的力量，
优惠。
成立“社区-税务顾问”团队，通过兼合式
今年的 4 月 1 日到 5 月 20 日，是第 28
税收宣传的方式，广泛开展税收宣传，了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围绕“落实减税降

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区税
务局与结对社区——运河街道五杭社区
联合开展了“万名党员进万企 领导干部
下基层”的专项活动，充分发挥“社区-税
务顾问”团队的力量，开展兼合式税收宣
传。
沈寿发是运河街道五杭社区党总支
书记，也是一名兼职宣传员。平日里，他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做好社区和税务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在社区日常管理中
开展税收宣传，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政
策。居民们遇到什么涉税问题，也总爱找
他帮忙解决。
“大家都是老熟人，有什么问

题打声招呼就行。我们这些“熟面孔”去
宣传，更简单更方便。”沈寿发对记者说。
作为“社区-税务顾问”团队的一员，
区税务局业务骨干董良定期都会到社区
进行税收宣传。税收宣传月减税降费相
关政策出台后，针对社区宣传员搜集到的
居民涉税需求，他梳理了小微企业普惠性
政策、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社保费缴纳
等重点政策内容，并及时为社区居民企业
送上政策“大礼包”。
“ 兼合式税收宣传让
政策辅导更有针对性，也更接地气。有了
社区宣传员的协调和沟通，我们的辅导开
展得很顺利。”
董良说。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 通讯员 陈峰）
法国当地时间 4 月 6 日至 11 日，第 56 届法国
春季戛纳电视节举办，余杭影视企业携优秀
作品精彩亮相。
此次由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发行、余
杭影视企业浙江佳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制作
的电视剧《在远方》不但亮相戛纳电视节“中
国电视剧推介会”，还在主会场影节宫外以 24
米宽、11 米高的巨幅广告进行宣传。
《在远方》
是由陈昆晖执导，申捷担任编剧，刘烨、马伊
琍等主演的都市创业剧。该剧以姚远（刘烨
饰）为主线，讲述了他在快递与互联网的创业
浪潮中百折不挠，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该
剧以余杭作为主要拍摄地，在艺尚小镇、梦栖
小镇、梦想小镇、运河、径山等地取景拍摄，展
现了我区城市发展的新面貌，提升了国际影
响力。与此同时，另一家余杭影视企业——
浙江好酷影视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历史剧
《大明皇妃·孙若微传》此次也在戛纳电视节
上进行了宣传和推广。
除此之外，作为我区文创公共服务平台
的浙江华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此次携平台
企业及其作品（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参
加了电视节，并接到了来自法国、俄罗斯、土
耳其等国传统及新媒体平台的采购邀约。同
时，华麦网络还将进一步对接即将在杭州举
办的 MipChina 杭州·国际影视内容高峰论坛
活动有关工作，以进一步助推中外影视交流。
据悉，法国戛纳春季电视节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电视节之一，参与方包括了全球范围
内的电视媒体机构、制片公司、发行公司。今
年的第 56 届戛纳春季电视节上，有超过 1 万
名行业人员、4000 名顶级买家参与其中。

以时代元素重构中国网络文学

中国财经文学
创作峰会在杭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 由区委宣传部
指导，杭州万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主办的“以
丰富的时代元素重构中国网络文学”中国财
经文学创作峰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文学界、
影视界、阅读平台等重量级大咖齐聚一堂，就
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财经文学的发展机遇
等问题进行探讨，
“ 万派财经文学大奖”评选
规则在会上揭晓。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首
席专家肖惊鸿从“时代向度、世界格局和中国
经验”三个层次说明了财经文学在现实主义
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研究院副院长、省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主
席、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夏烈带来了主题为
《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潮与财经写作的
重要面向》的精彩分享。在圆桌对话环节，与
会的专家学者就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财经文
学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万派文化作为中国首家
专注于原创财经文学创作及影视、游戏投资
等于一体的泛娱乐文创公司，自去年落户余
杭后，深耕原创财经文学，以余杭区内的特色
企业为故事蓝本，创作反映余杭经济特色、创
业文化的财经文学，力求打造更多的爆款财
经 IP，共同打造中国财经文学第一高地。

闲林里项村更名为
西溪源村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汤葛月
人） 闲林街道里项村日前正式挂牌更名为西
溪源村，该村位于余杭、西湖、富阳“三区”交
界处，闲林街道南面，西以桦树村为邻，东与
小和山高教园区相连。全村面积 9.8 平方公
里，16 个自然村民小组都在群山环抱之中，8
公里灵项溪穿村而过，环境优美、溪水清澈。
顾名思义，西溪源村就是西溪源头所在
的村庄。那西溪的源头是否就是这里呢？这
里不得不提到西溪源村的一名乡贤——洪永
跃。洪永跃是闲林里项村人，退休后，被聘为
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的顾问。2018 年，他在一
次查找典籍过程中，意外发现西溪水系的源
头之一就是闲林里项。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
考证后，他给里项村两委写了信，建议把“里
项村”更名为“西溪源村”。在经过一系列调
查考证和更名程序后，今年 1 月，区政府正式
下发文件，
同意
“里项村”更名为
“西溪源村”。
“更名为西溪源村后，提高了地域知名
度，让我们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更有底气了。”
西溪源村党委书记郑立介绍，下一步，西溪源
村将考虑规划建设西溪源大景区，为市民提
供一个风景优美的近郊自然生态旅游区。同
时，该村将大力促进生态农业、民宿经济的发
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助力
“三个全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