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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晴。
偏北风 3-4 级，阵风 5 级，气温 5-11℃。

2019 中国乡村振兴暨首届“一带一路”农业农村发展论坛在余杭召开

努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
“余杭样板”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昨日，2019
中国乡村振兴暨首届“一带一路”农业农
村发展论坛在我区召开，论坛聚焦“农村
改革”
“ 数字农业”
“ 普惠金融”等热词，深
入探讨乡村振兴、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不
同国别不同历史阶段乡村发展的不同路
径选择。
此次论坛以“数字赋能 产业兴旺”为
主题，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我国举办的一
次主题论坛。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
任委员李春生，国务院参事、全国农业科
技创业创新联盟主席刘坚，农业农村部乡
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建成，联合国粮食
与农业组织亚太区域项目负责人姚向君，
以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300 多位

农业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出席会
议。副区长葛建伟致欢迎辞。
余杭是乡村振兴先行地和现代农业
样板地，近年来，余杭区坚持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坚持“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发
展理念，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线，
不断完善扶持政策、强化要素集聚、创新
发展模式，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民俗经济
等新兴产业，努力打造新时代经济发达地
区乡村振兴“余杭样板”。今年前三季度，
余杭实现农业增加值 36.6 亿元，总量位列
杭州第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3.3 万元、
增长 9.9%，增速列全市首位。葛建伟在
致辞中指出，本次论坛是一次思想交流、
智慧碰撞的盛会，必将对推进中国乡村振

兴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产
生积极意义。
开幕式前，150 余位与会代表先后参
观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瓶窑镇农业公共
服务中心、径山茶产业博览园、径山镇小
古城村、径山镇前溪畈省级粮食生产功能
区及余杭森禾花卉苗木现代农业园。
国务院参事、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
联盟主席刘坚对前一天的参观之行印象
深刻。
“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增强了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自信，五个‘三农’工作
参观点位引起了大家对农业现代化和新
农村建设的思考。”
刘坚说。
开幕式当天，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并
解读了 2019 年乡村振兴年度报告。报告

提到，余杭的“互联网+农业”模式依托网
络平台，减少农产品中间交易成本，扩大
销售半径，实现农户创收渠道拓宽且增加
收入，是小农户融入大市场的典范，也是
极具特色的农村发展新模式。联合国粮
农组织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交换战
略合作协议文本，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
联盟为我区授牌并与区农业农村局交换
战略合作协议文本。
论坛期间，与会各方围绕乡村振兴进
行了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并以数字农业、
农村建设、城乡统筹、金融创新、生态环
境、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新动力等内容展
开主题研讨。

奋战 60 天 冲刺
“全年红”

区城管局：大力推动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 凌怡 通讯员 陈洁）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身处余
杭，你会发现，城市环境变得越来越靓
丽，城市管理变得越来越精细。
前不久，良渚街道良港村周家里小
区传来一个好消息：该小区生活垃圾分
类正确率达 90%以上，成功摘掉了生活
垃圾分类
“后进生”
的帽子。华丽蜕变的
背后是区城管局与良渚街道共同配合，
通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模式，将垃圾分
类纳入村规民约；定期公示每户分类情
况，建立宣教室，开展入户宣传；推行定
时定点收运模式，建设易腐垃圾就地处
置站点，并引进
“虎哥回收”
，最终促使该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正确率有了极大提
升。
周家里小区只是我区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的一个缩影。为着力打造“无废城
市”，区城管局作为牵头部门，联合各镇
街、部门不断探索生活垃圾分类
“余杭模
式”
，攻坚克难、大步前进。截至目前，全
区已建立虎哥回收服务站点 187 个，覆
盖居民近 31 万户。建设易腐垃圾处置
点 55 个，可回收物和易腐湿垃圾资源化
处 置 量 分 别 达 到 307 吨/天 和 715 吨/
天。生活垃圾清运量连续 10 个月保持
“负增长”
，
较去年同期减量 7.19%。
为提高服务效率，区城管局加快科
技创新，不断优化系统建设，积极打造
“停车泊位引导系统”
，植入
“先离场后付
费”系统，提高停车泊位周转率，目前已

本周主打晴冷天气
防寒保暖是当务之急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新的一周乌云
尽扫，蓝天“露脸”，阳光再现。但是，在冷空
气 接 连 不 断 的“ 打 压 ”下 ，太 阳 也 成 了“ 摆
设”，只是看上去很暖。实际上，本周主打晴
冷，今后三天晨间温度均在 3℃以下，这日子
离了谁都离不开棉袄、羽绒服。
入 冬 以 来 ，我 区 天 气 基 本“ 没 有 好 脸
色”：天天有阴雨，时时刮北风，看着还行的
温度在“湿冷魔法”攻击之下，不堪一击。回
顾过去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均在 10℃左右，
比起北方动辄 0℃来说，算是暖和的。但是，
较高的相对湿度导致人体感受比实际气温
冷不少。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体感温度公式，
在气温为 5℃时，相对湿度达 70%，体感温度
为 2.6℃；如果相对湿度达到 90%，体感温度
仅 1.2℃。北方在气温为 5℃的条件下，刮起 7
级大风时，体感温度为 2.5℃，叠加 9 级大风
时才会达到 1.8℃。
前脚刚结束湿冷的折磨，后脚干冷的物
理攻击就来了。昨天，又一股中等强度的冷
空 气 东 移 南 下 ，随 行“ 附 赠 ”的 还 是“ 老 三
件”：降温、大风和弱降水天气过程，
“ 邻居”
上海已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威力可见一斑。
对余杭人来说，防寒保暖也是当务之
急，昨天，气象部门预计，冷空气影响期间，
我区日平均气温的降温幅度可达 4-6℃，3
日、4 日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 0 到 3℃，有霜
冻；
山区-2 到 0℃，有薄冰，最大偏北风力 6-8
级。
至于初雪，市民还得再等等。区气象台
说，冷空气不够强劲，我区气温不算低，冷暖
空气总是
“前后脚”
到，难以达到降雪条件。

章太炎故居纪念馆
重新开放
章太炎研究中心同步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章太炎故居纪念
馆改扩建后复开放暨章太炎研究中心揭牌仪
式日前在章太炎故居纪念馆举行。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姝参加。
章太炎故居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历时近两
年，于 11 月完工。章太炎故居现有基本陈列
厅、故居本体展厅、临时展厅、游客服务中心、
第二课堂活动区、国学讲堂、章太炎研究中心
等功能区，管理面积由 1460 平方米扩展到 2700
平方米，增加近一倍，功能区和参观环境更趋
完善。
当天还举行了章太炎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研究中心旨在统筹协调章学研究方面的相关
工作，收集国内外章太炎研究方面学术成果，
编辑出版章太炎研究学术丛书，组织召开章太
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正值章太炎先生诞辰
150 周年。章太炎故居纪念馆陆续举办了“章
太炎和他的时代”学术研讨会、太炎先生后裔
捐献文物特展、章太炎与鲁迅的故事展等活
动，以此缅怀章太炎先生。
据悉，章太炎故居纪念馆日常开放时间为
每周二至周日的 9 时至 16 时 30 分，每周一闭馆
（法定节假日除外）。

靓城在行动

从
“跟着问题跑”
到
“跑在问题前”
东湖街道智慧治水有新思路

智慧城管指挥大厅 记者 王珏/摄
接入停车点 41 处、泊位 5672 个。此外，
渣土管理、油烟监测预警、积水点传感预
警、AI 视频巡逻等系统也在各区域进行
试点。
结合“靓城行动”，区城管局坚持疏
堵结合，全力推进地铁口非机动车乱停
治理，通过打开人行道、绿地城市空间和
开放商场楼宇地下停车位、增添设施设

备、新增停车场库等措施，增加机动车泊
位 409 个、非机动车泊位 7105 个，有效缓
解停车难、乱停放现象。完成非机动车
点位整治 17 个,全区建成地铁站街容秩
序得到较大改善。
接下来，区城管局将继续结合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主动担当、狠
抓落实，大力推进“靓城行动”城市管理

专项工作，全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牵头推进静态交通治理、垃圾分类、
亮化管理等六大专项，32 项具体工作，
着重改善全区静态交通，攻坚垃圾治理，
打造节点精品，建设夜间灯光秀，全面提
升城市环境品质，为打造杭州接轨大上
海融入长三角桥头堡提供有力的环境保
障。

全国首个工业设计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平台落户梦栖小镇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俞
珠花 金良瓶） 昨日，工业设计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平台（简称“CIDIPP”
）启动仪
式、CIDIPP 工业设计知识产权运营与保
护专家研讨会在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小
镇——良渚梦栖小镇举行。曾宏、葛建
伟、罗鑫参加启动仪式。
活动邀请国内知名知识产权运营与
保护专家、浙江省内行政及司法部门相
关负责人、工业设计界专家及企业代表，
以及入驻线上平台国内优质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负责人，共同见证服务平台的启
动，并展开热烈探讨。
当天，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研究基地、
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良渚工
作站、全国工业设计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也同步揭牌（授牌），13 名专家被聘为
CIDIPP 智库高级顾问。
在 CIDIPP 工业设计知识产权运营
与保护专家研讨会上，多名与会专家就
工业设计知识产权运营模式与创新、工
业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实现的途径、工业
设计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服务模式及
发展方向等议题发表看法，并研讨互动。
CIDIPP 平台依托梦栖小镇现有的
工业设计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小镇在集
聚设计资源、孵化设计机构、培养设计人
才、促进设计成果产业化方面的作用，
通
过打造并争创国家级工业设计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平台，为我国的工业设计产业

提供知识产权智库和知识产权创新、运
营和保护的全方位公共服务支撑，助推
小镇成为“中国工业设计标杆”
“ 世界工
业设计高地”
和
“全球资源聚合平台”。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刘宁在启动
仪式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人类创新进
步的伟大发明，也是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和宝贵财富。他指出，启动工业设计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是以知识产权为
驱动的创新要素聚合平台，其目的是激
发创新活力，提升产业价值。
平台的建设将为区域乃至全国工业
设计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葛
建伟表示，下一步平台将切实发挥应有

的功能和作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真正
让企业受益满意。充分实现政府管理、
服务和市场化第三方专业运营的合力，
积极推进平台线上线下的同步服务功
能，为企业提供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创新、
应用和保护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注重
保护与交易并重，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创
新成果的应用、交易、转化、金融等的科
技创新服务。依托区域现有工业设计产
业创新优势，汇聚国内一流资源，引进国
内优质知识产权第三方服务机构，对标
国家级创新服务平台，打造“有核无边”
的工业设计知识产权服务模式，服务于
国内外工业设计行业。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以后下雨再也
不用担心污水冒出来，把小区内外弄得又脏又
臭了。”环卫工人朱师傅负责东湖街道合丰花
苑南区一带，小区时有发生的雨污堵塞管道、
污水外溢问题让他一直很头痛，现在好了，困
扰朱师傅和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总算解
决了。
本月初，东湖街道完成合丰花苑南区“污
水零直排”创建工作，并纳入“智慧管网”。雨
污管网被称为“城市静脉”，由于深埋地下，管
网长效运维一直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合丰
花苑南区房屋建成时间早，地下管网老化、破
损情况严重，时常需要“修修补补”。雨污水在
地下“行踪成谜”，不明情况的东湖街道只能被
“牵着”跑，十分被动，无法实现真正的“污水零
直排”。
“我们认为‘扮靓’城市、乡村，不仅要有外
在美，更需要一个畅通可靠的地下管网，构筑
起跟得上发展的内在美，两者缺一不可。”东湖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春说，根据区委区政府
“靓城行动”推动东部崛起的相关部署要求，街
道把水环境整治提升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全力
推进“智慧管网”试点工作，让治水向“智水”迈
进。
过去三个多月里，东湖街道对合丰花苑南
区部分单元楼的雨污水管道彻底翻新，在所有
雨污废立管接出建筑物处增设小方井，市政接
入口设置机械格栅、流量计，为小区两侧商铺
区块统一增设隔油池，严格雨污废分流。
作为今年“智慧管网”建设项目示范小区，
合丰花苑南区的地下管网安装了智能井盖、液
位仪等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管网运行情况，并
把回传信息直接显示在智慧排水综合管理平
台上。该平台通过传感器探测、地理信息系统
定位、数据分析等手段，将雨污水管网绘制成
一张可见可感的地图。工作人员借助平台就
能实时监测管网运行情况，精准找到管网破损
点，对城市内涝、污水溢流等突发情况实施预
警。
“我们做到了人‘跑’在问题前。”徐春说，
以前要确定渗漏点要先找施工图纸，再下井探
测、开挖道路，没有几天的时间下不来。而今，
“智慧管网”大大节省了寻找“症结”的时间。
前段时间，辖区某路段的地下管道流量异常，
发现是一条河道的雨水排放口有少量污水流
出。工作人员立即按照平台地图显示，导航找
到渗漏点位置，短短半天就完成渗漏点修复。
作为一项全省领先的项目，东湖街道在前
期开展了大量数据收集、系统调试等工作，在
多个小区、行政村进行试点。目前，街道已完
成 7.3 平方公里示范区块中 55 公里的雨水管
道、27 公里的污水管道，143 个污水接入口、63
个无人值守泵站等数据的数字化处理。
“ 智慧
治水”让隐蔽的地下工程管理暴露在阳光下，
用技术作支撑，全面提升了治水的实效性。
治水非一日之功。接下来，东湖街道将压
实各项责任制度，深入推进“智慧管网”，扩大
覆盖面，加快实现辖区“污水零直排”全覆盖以
及“智慧河道”建设。同时，强化平台技术支
撑，尽快融入视频端口、气象数据、人文数据等
功能，为城市的防洪、排涝预警和应急指挥提
供科学准确的数字化依据，提升城市管理的智
慧化、科学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