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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丁河村两委班子带领
全村群众，深耕“党建+治理”责任
田，总结提炼“深入水底、潜心工
作、为民渔鱼、回报百姓”的鱼鹰精
神，通过“潜下去”了解民情、“摸上
来”汇聚民智、“抓落实”逐个击破
的三步工作法，结合“一亭一牌一
广场”家风文化带和“草帽议事亭”
民主协商载体，建立了 6支志愿服
务“鱼鹰大队”和 12个不同主题的
社会组织，有效激活了乡村治理的
潜在力量，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为引
领、法治为基础、德治为保障、自治
为根本的“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新

路子，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在法治广场，通过案例、法律问

答、法治长廊等宣传手段，引导村民
知法学法懂法守法；在孝德广场，设
立孝女铜像、“最美”系列人物展示、
村务公开电子屏等，结合家风亭、家
风牌等载体，宣传展示“实、勤、睦、
清、学、敬”为内容的鱼鹰家训，营造
浓厚的睦邻和谐氛围。

同时，村里的 6支鱼鹰志愿者
队伍，协助村干部一起访民情、听
民意，第一时间帮助村民解决身边
的大小问题，自队伍成立来，已通
过该平台服务群众115人次。

“鱼鹰精神”服务百姓“三治融合”完善治理
塘栖镇丁河村争创“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塘栖镇日前召开专题会议，布置落实在丁河村创建“乡村振兴”示
范点，围绕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全力做好乡村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和农村人
才等工作，争创全镇乃至全区“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组稿 陈坚 柴媛媛 沈晓夏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总要求，开宗明义第一
条是产业兴旺。对此，丁河村党委
书记朱祖华深有感触，他认为，强
大的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坚实后盾，丁河村要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走出
一条“小而美”的文旅结合新路子。

眼下，丁河村的产业发展稳步

推进：引进的“海曼大叔”品牌鲜啤
生产线目前已进入装修阶段，预计
明年投产后可年产 1万吨鲜啤，后
续枇杷啤酒的设想也正在筹划当
中；开发草莓采摘基地、樱桃采摘
基地，进一步丰富农家乐旅游内
容；对丁山湖畔的庞家埭“百匠坊”
商业一条街建设方案进行再提升，
确保打造乡村旅游精品项目；结合
传统水乡民俗，在何家弄农耕基地
开发鱼鹰捕鱼等表演项目。

走进丁河村，粉墙黛瓦的民
宅，莲藕依依的池塘，依池而建的
栈道，处处是景的塘超小径，勾勒
出一幅宁静秀丽、别具特色的江南
水乡风情画。

作为全区第一批美丽乡村精
品村创建单位，丁河村以“融诗画
江南、建大美丁河”为创建定位，全
力打造“三园一部落”美丽乡村，同
时积极创建美丽庭院、全面实施垃
圾分类。

在丁河村周家湾自然村，环境
整治和美丽庭院相继实施，村妇联
发动妇女同胞成立了入户宣讲队、
整治监督队、庭院评比队、庭院护
花队、垃圾分类检查队等志愿队
伍，动员、激励女户主积极创建美
丽庭院，带动村民为美丽乡村增光
添彩。

现在，周家湾一改之前池塘
脏臭、房前屋后堆积物杂乱的面
貌，取而代之的是清波盈盈、绿意
盎然的景观池塘，整洁通畅的沥青
村道，各具特色的美丽庭院，加上
点缀其中的景观小品，整个自然村
俨然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作为 2018年度浙江省垃圾分
类示范村，丁河村的垃圾分类工作
成效显著。今年，该村又引进了一
套垃圾分类智能收集设备，实现了
垃圾称重、分类评分、积分上传、数
据分析等智能化操作，搭建起了从
垃圾分类源头控制、量化激励、精
准积分、可视化查询与监控为一体
的智能垃圾分类系统，有效提高了
分类准确性和工作效率，更好地服
务群众。

建大美丁河新家园

今年9月19日，丁河村文化礼
堂里非常热闹，这里正在举行一场
水乡特色的“新船礼”——也是今
年刚满 18岁的村民庞天乐的成人
礼……

类似的活动，村里每月都会在
文化礼堂组织开展，包括各类节
庆、民俗传承、非遗文化、优秀表
彰、知识讲座、送戏下乡、法制教育
类讲座、乡村故事会、文化走亲、

“村晚”等，并且做到年初有计划，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丁河村文化礼堂占地面积约
400平方米，配备专人担任管理员，

设有文化大舞台、村民活动室、水
乡木船制作记忆体验馆，汉学学堂
等，并配套文化长廊、文化讲堂、室
内舞台、档案室、道德讲堂、红色影
院等功能，已成为村民名副其实的

“精神家园”，也是该村思想文化工
作的重要舞台和宣传窗口。

同时，丁河村积极建设文化宣
传队伍，充分利用青年志愿者、农
村文化能人等配合开展工作。目
前村里建有篮球队、广场舞队、太
极拳队、米塑队等 10支文体队伍，
共吸纳了近百位成员，成为村里开
展文体活动的中坚力量。

美丽的丁河村

具有水乡特色的“新船礼”

法治广场

展江南水乡新风采 为乡村振兴添助力

建大美丁河新家园

创文旅结合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王
珏 俞杰）又是一年秋收时。在
余杭街道“永安稻香小镇”，一望
无垠的田野里，金灿灿的水稻好
似一片金黄的海洋，在秋风吹拂
下，泛起阵阵稻香。稻田里，一个
由草垛搭成的高台分外显眼。在
一旁忙碌的村民告诉记者，这是
为了迎接“永安稻香小镇”丰收月
开镰节特别准备的，孩子们可以
在上面滑滑梯。

作为余杭农文旅融合的一种
新途径，区农业农村局会同余杭
街道于去年启动了“永安稻香小
镇”建设项目。项目选址于余杭
街道苕溪以北基本农田保护区
内，涵盖了永安村等苕溪以北8个
村，土地面积达 71.8平方公里，项
目规划稻田面积3万余亩。其中，
项目一期建设主要位于有“鱼米

之乡、花果之地”美誉的永安村，
包括村里的 800余亩基本农田及
美丽乡村精品示范区，项目投入
约800万元。

自项目启动以来，区农业农
村局和余杭街道因地制宜、科学
谋划，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提
升村庄环境；以“稻”为核心产业，
深入刻画主产业，统筹做好环境、
产业、增收文章。

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是基
础。一年来，永安村以“风景田园
打造”“基础环境整治”“庭院整
治”为抓手，在全村范围内开展大
棚拆除、田间地头堆积物清理、农
田土地流转规划、不雅建筑拆除、
立面整治及美丽庭院创建等各项
工作，现已完成美丽乡村精品区
块主体部分建设。在该村沈家头
精品区块，一堵模拟旧时墙垛而

建的丰收墙彰显该村以“稻”为核
心的产业特色，墙头整齐挂满了
熟稻，远看俨然一副农家收获季
节的喜庆画卷。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对农民来说，庄稼丰收是最大的
喜悦。“今年是个丰收年，晚稻亩
产量 1100斤，杂交稻有 1400斤。
而且粮食品质有明显提升。”余杭
街道永安村工作人员吴耀翡介
绍，通过引进新的晚稻和杂交稻
品种，做好800余亩优质水稻的统
一规划设计和田间生产管理，这
段时间收割上来的粮食口感偏软
有弹性，品质比往年好不少，为下
一步打造“稻香永安”粮食品牌、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奠定基础。
据了解，今年年中，永安村与企业
合作，注册成立杭州稻香小镇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并聘请专业人

员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管
理。等到 800亩良田的稻谷收割
完毕，该村将统一收购粮食，并计
划统一包装、挂上“稻香永安”的
品牌统一对外销售。

在信息更新以秒计算的时
代，“酒香也怕巷子深”，需要把

“永安稻香小镇”的品牌吆喝出去
且吆喝得响，“永安稻香小镇”丰
收月开镰节应运而生。在接下去
的一个月里，“永安稻香小镇”将
在每个周末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
活动，如萌宠动物园、稻田集市、
稻田绘画、百米长桌宴……同时，
还有草垛山、巨型滑梯、稻田迷宫
项目免费供人游玩。如果能在 5
分钟内走出稻田迷宫，还能领取
一张 2斤装的永安新米兑换券。
更多精彩活动，就等市民朋友去
现场亲身体验一番。

草垛山、稻田迷宫、百桌长宴……

“永安稻香小镇”丰收月开镰

奋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本报讯（记者 吕波 通讯员
王剑飞）前天早上 8点，余杭港航
管理处开始对京杭运河老良塘公
路桥拆桥进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
次现场交通管控。

此前，因跨京杭运河老良塘公
路桥拆复建需要，结合该航段航道
交叉口较多、船舶流量大的特点，
决定进行全封航施工。余杭港航
管理处在上级部门协调和湖州局
嘉兴局的支持下，制定了现场封航
管控方案。

本次管控从 10月 18日开始，
共 4次，每次管控的时间在 8—17
小时不等，管控时间长、船舶流量
大对通航带来很大的影响。余杭
港航管理处进行反复讨论，力求将
管控对通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经过 3次管控后，前天上午

9时，各管控点又正式对通往该航
段的船舶进行封航，为避免该航段
船舶滞留过多，本着管控在外围的
思路，将船舶分流在各管控点，各
管控点现场做好宣传解释，并指挥
船舶就近锚泊区停靠。为了确保
万无一失，在该航段的就近位置也
即武林头四岔口再布置一道防线，
防止船舶进入管控水域。

16点 30分，桥梁拆除施工结
束，各管控点在统一指挥下，有序
放行滞留的 300余艘船舶，由于武
林头四岔口和施工桥区水域船舶
通行条件受限，加上天黑等影响，
通行比较缓慢，余杭海事一直在该
水域疏通交通，一直到 19时许，才
疏通完毕。4次管控都没有发生水
上交通事故，管控总体平稳有序，
充分保障了桥梁施工作业。

余杭海事4次封航
保障老良塘公路桥拆除施工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昨日
下午，南京银行余杭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杭州西城支行、江苏银行杭
州海创园支行、余杭农商行西溪科
技支行一同走进恒生科技园，开展
余杭区企业金融政策和风险教育
集中宣讲活动，吸引了未来科技城
40多家企业参与。

此次宣讲活动由浙江银保监
余杭监管组、未来科技城（海创园）
管委会创新经济促进局、恒生科技
园主办。南京银行余杭支行作为
牵头银行，前期与恒生科技园、中
国农业银行杭州西城支行、江苏银
行杭州海创园支行、余杭农商行西
溪科技支行积极沟通筹备，并向分
行有关部门邀请多名业务骨干全
程参与，旨在为园区广大企业搭建
一个把握最新金融政策、了解金融
知识、深化合作交流的平台。

活动中，来自四家银行的四位
业务骨干分别以《基于企业生命周

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中的风
险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政策及
产品介绍》《浅析银行柜面开户业
务风险及防范措施》《浅析小微科
技型企业在融资中需要关注的问
题》为主题，为到场企业宣讲了金
融政策、企业经营风险、金融服务
产品等内容。

在随后开展的互动交流中，四
家银行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现场答
疑解难、把脉看诊。

据悉，企业金融政策和风险教
育集中宣讲活动于 10 月下旬启
动。活动期间，浙江银保监局余杭
监管组将组织区内46家银行机构，
主动对接区内各平台和镇街，分组
赴32个小微产业园区和乡村，集中
开展“线上＋线下”企业金融政策
和风险教育宣讲，活动将持续开展
到11月末，帮助企业增强对金融政
策把握和强化银企供需对接。

企业金融政策和风险教育
宣讲走进恒生科技园

干好“一三五” 深化“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