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览千年

全景余杭

YUHANG MORNING POST

余杭新闻网：www.eyh.cn 新闻热线：0571-86185186 报料手机：19906819186

辛丑年八月初九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今日4版 第6115期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余杭晨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3-0113
看余杭

鸬鸟镇：打造业美景美生活美的富美生活样本

责任编辑：毛建芳责任编辑：郭欣逸余杭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西北风5~6级阵风7~8级，气温23℃~27℃。 责任编辑：毛建芳责任编辑：濮玉慧余杭天气预报

赓续文化根脉 传承创新发展
张振丰专题调研文化工作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钟蓝）今年，

位于鸬鸟的三水果业基地喜获大丰收，

500多亩蜜梨产值达 400万元，同比去

年增加近一倍。“三水果业”总经理陈梅

生表示，这得益于基地的两个亮点：一

是种养结合，梨羊共园；二是校企合作，

科技助农。

去年 8月，全省首家“蜜梨科技小

院”落户该基地，来自浙江大学环资学

院、由硕博研究生组成的技术团队常驻

基地，开展相关项目科研和攻关，帮助

提升蜜梨产量和品质。

“三水果业”的丰收，正是当下鸬鸟

镇致力打造一个业美、景美、生活美的

富美生活样本的缩影。

引进人才 画好共富同心圆

蜜梨增产增收的背后，是鸬鸟镇引

领新社会阶层人士参与乡村产业规划、

助推乡村振兴的大胆实践。近年来，鸬

鸟镇积极面向高校招才引智，今年6月，

“梨享同心荟”挂牌成立，以蜜梨为核

心，邀请科研专家、企业高管等共同参

与农产品项目建设，以科技之力对蜜梨

产业把脉问诊，助力增产增收。

在专家的指导下，当地果农采用

“梨—羊—草”生态循环种植模式，以堆

肥方式提升梨园土壤肥力，让传统蜜梨

产业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接下

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梨享同心荟’的人

才优势，培育‘富硒梨’等高附加值新品

种，进一步擦亮鸬鸟蜜梨这张‘金名

片’。”鸬鸟镇相关负责人说。

果农的“梨之梦”之所以能成为现

实，是鸬鸟镇为推动西部富美、谋求共

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所作的努力。鸬

鸟是著名的“蜜梨之乡”，现有蜜梨种植

近 1万亩，年产量 1.5万余吨，年产值逾

2亿元。目前，该镇正在全力创建省级

特色农业强镇，发挥蜜梨特色，画好共

同富裕同心圆，守护生态环境形成全域

大美新格局，强化民生福祉建成共融共

享新体系，打造业美景美生活美的富美

生活样本。

眼下，为推动“西部富美”，鸬鸟镇

制定详细工作方案，以重大项目建设为

抓手，梳理出“1355”行动中涉及的65个
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数

字化改造、农文旅融合等项目，加快施

工，盯紧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三大计划 让乡愁可寄未来可期

接下来，鸬鸟镇将抓住“西部富美”

战略机遇，聚焦工业产业、双招双引、就

业增收，实施“涅槃”“揽星”“众业”三大

计划，答好“共富”考题，力争打造“乡愁

可寄、未来可期”的未来乡村鸬鸟样板。

聚焦产业，实施“涅槃计划”。推动

工业产业腾笼换鸟，培育一批新型科技

型企业、绿色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和代表性文创企业；盘活存量土地资

源，提高土地利用率；注重区块建设与

生态环境和谐融合，引导企业向自动

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广招重引，实施“揽星计划”。持续

提高招引精准度和实效性，进一步拓宽

招引渠道；发挥园区引力作用，将农文

旅双创园、太平双创园等打造成产业聚

集、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企业聚集地；

创新招引方式，引入人力资源产业力

量，探索鸬鸟特色“共享人才官”，引入

一批优质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精准破题，实施“众业计划”。围绕

产业发展和项目落地，为本地村居民和

重点人群创造适配岗位；开展各类就业

服务，搭建就业桥梁，为果农、民宿业主

等职业群体提供技能培训，提高专业素

养水平；在数智鸬鸟·全域治理平台中

拓展就业相关场景。

奋力交出奋力交出““西部富美西部富美””
精彩答卷精彩答卷

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今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做实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做细民生实事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应宁浩）

“以前我们想锻炼都没地方去，现在好了，

家门口就有健身房，我每天来这里运动一

小时，出出汗，心情也舒畅。”家住余杭街

道洪桐村的倪国炎对村里新建的多功能

运动场、“百姓健身房”赞不绝口。

在洪桐村，记者看到村口的凉亭边，

各种健身器材被绿化围绕，崭新的篮球场

装有围网和照明灯，村民晚上也能打球。

再步行 50米，就是“百姓健身房”，跑步

机、划船器、动感单车等运动器械依次排

开，几位村民正在这里挥汗如雨。

“以前篮球场没有灯光和围网，地面

也是凹凸不平，村民在这里打球有不少安

全隐患，路人经过也是小心翼翼，担心被

球砸中。”洪桐村村委委员黄建坤说，“为

了给村民营造安全舒适的健身环境，今年

年初，我们对这里进行了提升改造，增设

露天健身器材，平整路面，还利用废弃厂

房建了‘百姓健身房’。如今，这里已经成

为村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像洪桐村一样，现在在余杭，越来越

多的农村有了这样的多功能运动场所。

今年以来，为了满足群众就近健身的需

求，区文广旅体局联合属地镇街，科学布

局便民健身场所，分别在文化礼堂（或文

化家园）、居民小区、综合性文体设施等处

设置了 12家“百姓健身房”，进一步构建

“10分钟健身圈”，让居民随时随地都可

以“动”起来。

“我们希望通过在全区建设村级体育

公园、社区多功能运动场、‘百姓健身

房’等综合体育场地，充分考虑不同人

群的运动需求，进一步提升体育场地的

使用率。”区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沈欢锋

介绍，除了设置常规健身器械外，城市

型“百姓健身房”还配备操舞房，可以

开展排舞、瑜伽等健身项目，农村型

“百姓健身房”则设置乒乓球、棋牌桌等

健身项目，使基层体育设施建设从单一

走向综合，从专业走向便民。记者还了

解到，“百姓健身房”基本免费向社会开

放，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

优质的“体育福利”。

十分钟进“圈”里 燃烧你的卡路里
余杭12家“百姓健身房”掀起全民健身潮 家门口就能“动”起来

一场“数字”与“工匠”
的跨界联合

“9·26工匠日”杯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付文

燕）昨日，由市总工会、市人力社保局主

办，区总工会等单位承办的“9·26工匠日”

杯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在梦想小镇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
位选手参赛。

此次大赛有别于传统行业的技能竞

赛，实现了“数字”和“工匠”的跨界

联合。竞赛由理论知识比拼和操作技能

实践（CTF实战）两部分组成。在 CTF实

战环节，选手们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以

攻防的方式互相比拼，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在线上展开。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数据安全已成为数字经济时

代最紧迫、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但网信安

全行业人才仍然紧缺。记者了解到，在理

论知识、操作技能实践两个环节中均合

格的选手将被授予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总成绩前三名的选手经有关部门资

格条件审定后，将获得技师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并被授予“杭州市技术能手”

称号；排名第四至第八的选手将被授予

“杭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称号。

市总工会还将为夺冠选手申报“杭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

执法领域从“7+X”增至“21+X”
我区编印杭州首部
综合行政执法汇编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曾

圆） 昨日，记者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为助力提升规范执法工作，提高执法

队员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水平，增强

依法办案素质和能力，该局汇总编印《综

合执法法律法规汇编》。这是杭州市首部

综合行政执法汇编。

随着“法治杭州”“法治余杭”工作的

不断深入，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提出

了更高要求。自2020年10月综合执法改

革工作开展以来，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行使

的执法领域从原来的“7+X”增加到“21+
X”。今年5月起，该局开始收集梳理综合

行政执法工作涉及的法规、法规、规章，历

时四个月，经多次校对排版，最终成册。

记者了解到，本次法律法规汇编整理

是综合执法改革以来的首次修订，也是对

2017年《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汇编》的完

善。此次汇编充分考虑到法律法规的时

效性和执法办案的实用性，共增加 10部
法律、13部行政法规、11部地方性法

规、14部规章和 38件规范性文件。全册

共汇编常用法律法规190部，涉及发展改

革、经信、教育、林业、人防、应急管

理、地震、气象等21个领域，共1300余
页，字数98余万字。

“此次更新重点对 2020年 10月 1日
起，新划转的综合执法事项所涉及的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指导意见进行了

补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科负

责人韩超说，比如《教育法》《防空法》《水

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均是首次

纳入综合行政执法法律汇编。

下一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针对汇

编中新增的内容，进一步加强执法法规业

务培训。同时，在执法规范化、执法证据

完备、法律适用准确性上下功夫，使我区

执法案件办理更规范，不断提升依法行政

水平。

本报讯 （记者 俞杰 陈书恒 刘丽

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昨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振丰专

题调研文化工作，并召开文化工作者座谈

会。区领导王姝、倪伟俊、许玲娣等参加。

在闲林老街，张振丰一行走进小镇客

厅、陈元赟纪念馆，了解闲林埠历史文化

传承保护与开发，以及送戏下乡等文体惠

民工作开展情况。

座谈会上，文化工作者代表张海龙、

何红舟、夏烈、吴家平、鲍力、王宁远、叶庞

星等作交流发言，大家从各自角度对我区

文化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张振丰指出，文化之于余杭，正如血

脉之于生命，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径山文

化以及红色文化都深深地印刻在余杭的

基因里、血脉中。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和全市文化工作座谈

会精神，结合区情实际，充分发挥自身文

化资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优

势，为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建设注入强大

文化力量。

张振丰强调，要坚持赓续弘扬，保育

活化传统文化。聚焦后申遗时代，放大良

渚古城遗址、大运河两大世界遗产综合带

动效应，通过打造宋韵文化挖掘、保护、提

升、研究、传承的工作体系，推动以历代余

杭历史名人为重点的传统文化研究保护

等工作，形成有鲜明辨识度、广泛传播力、

深远影响力的余杭文化标识，在此基础

上，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余

杭文化对外影响力、吸引力。要坚持开拓

进取，大力倡导文化创新。建立健全支撑

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体系，努力让

“创新”成为当代余杭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用“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做强文化惠民功能，为全力创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区、全国共同富裕示

范先行区、全面数字化改革引领区”提供

更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同时高度重视文化

人才队伍的建设，建好高水平文化人才方

阵、完善文化人才引培和评价机制、打造

集聚文化人才的重大平台。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运动会开幕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

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

体平台同步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