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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防灾减灾日有奖问答上线

走进市级“共富村”瓶窑镇南山村

探索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之路

（记者 徐赣鹰）“我们将加
速推动美丽乡村向未来乡村的蝶
变跃升，撬动社会力量，搭好投资
渠道，聚众智聚众力赋能乡村振
兴，在多元碰撞中探寻南山村可
持续发展道路。”说这话的是瓶窑
镇南山村党委书记杨月平。
走进杭州满山红蔬果专业合
作社，只见这里耕作、播种、育苗、
移栽、施肥、灌溉等作业环节都实
现了机械化、智能化，大范围使用
了肥水一体化、物联网系统等智
慧农业手段。作为杭州市菜篮子
工程叶菜功能区，满山红蔬果专
机，该村先后实施下山渠等 8 个土
业合作社成了南山村美丽资源向
地整治项目，涉及土地 956 亩，集
“ 美丽经济 ”转化之路的一个缩
体经济增收约 5000 万元。借助
影。与苕溪相伴，与南山为邻，厚
“低小散”
产业整治，淘汰砂石堆
重的历史积淀，秀丽的自然风情，
场、加工作坊等低小散产业 4 家，
南山村这个区域面积 5.5 平方公
为未来乡村建设腾出了空间。作
里的美丽乡村正从历史中苏醒。
为浙江省高校乡村振兴大赛标的
眼下，杨月平正带领南山村
村，不久前南山村与浙江大学、浙
通过产业振兴推进美丽乡村建
江财经大学等近 20 个团队深入交
设、生态文明建设、农业产业园区
流，在农文旅路线制定、开心农场
建设，真正把美丽乡村变成“美丽
提升、农创客规划等多个课题方
经济”，力图实现美丽乡村、美丽
向深入交流、凝聚共识。
经济、美丽生活“三美融合”。该
为了让集体经济又稳又好发
村相继成立南山独资文旅公司，
展，南山村通过压实网格支部、党
引进杭州漫村文旅公司，成立亭
员责任，做好党群联动文章。以
市小隐合资公司，年度经营性收
网格支部为核心，将征地拆迁任
入近千万元。借助土地整治契

本报讯 （记者 余文） 为广泛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升全社
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区减
灾委员会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
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减轻灾害
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有奖知识问
答活动。
下载“看余杭”App 并实名注册
登录，点击首页“512 全国防灾减灾
日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入口参与问
答，答题活动将随机从题库中抽取
5 题，在规定时间内答对 4 题及以上
即可参加抽奖。每人每天共 3 次答
题机会，转发活动链接后将额外增

加 1 次答题次数，每个账号仅限中
奖 1 次。奖项设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18 名、三等奖 200 名，活动将持
续至 5 月 14 日 18 时。
中 奖 后 请 如 实 填 写 姓 名 、电
话、地址等信息。实物奖品将在活
动结束后分批寄出，若快递受疫情
影响无法邮寄，请
耐心等待。特别
提醒，若联系方式
缺失不完整，导致
快递无法寄出，则
默 认 取 消 获 奖 资 扫描二维码
格。
参加活动

夏季
“三防”
应急科普宣传在行动

美丽富裕的南山村
务、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提升
等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分配到涉
及的网格支部，将网格支部完成
任务情况纳入网格支部评比内
容，从而压实网格支部责任，以小
班化管理模式促进各项任务顺利
推进。南山村党委还高度重视家
风民风建设，以第三支部为依托，
发扬盛氏后裔家风特色，打造特
色党支部，还原南山历史人文，重
现 24 字家风精神；利用文化礼堂、
盛氏家风馆，开展“ 传承家风红
脉·共建文旅南山”
“ 寻找我的李
焕英”
“ 争当家风典范、争创最美
家庭”
等一系列正能量活动。
杨月平告诉记者，接下来，南

山村将继续努力拓展美丽经济转
化通道，更好地把美丽资源转化
为美丽经济。根据既定的未来乡
村“ 一纵两翼三节点四片区 ”规
划，南山村将分步做好数字文旅
区、幸福原乡区、数字农业区、康
养颐乐区等区块建设，重点打造
服务、健康、文化场景，以乡村创
客为根本，凸显核心主题；以摩崖
石刻为亮点，强化主要功能；以民
宿度假为点缀，营造别样风情的
规划思路，让原乡人、归乡人、新
乡人回归山乡、集聚山乡、共创共
富，打造一个既能“记得住过去”
又能“看得见未来”的未来乡村新
高地。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郑浬） 昨天是我国第 14 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区科协、区应急管理局
联合有关单位开展夏季“三防”应
急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着力提升全
民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真的会被雷劈吗？超强台风
有多可怕？如何正确应对气象灾
害……本次活动以“夏季‘三防’有
备无患，科学避险平安常伴”为主
题，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科普主

题讲座、科普知识互动问答、消防
应急避险演习等环节，学习相关安
全知识，
提升防灾自救能力。
活动中，科技志愿者宣读倡议
书，倡导市民学习科普知识，进行
科学避险。
当天，全区各地开展了夏季三
防（防火、防灾、防事故）应急避险
展板宣传展览、科普大篷车，以及
智 汇 科 创 讲 堂、银 龄 跨 越 数 字 鸿
沟、反邪教等主题推广活动。

防疫小贴士

做完核酸检测后口罩要丢吗？
核酸筛查越快，早期“拦截”感染者的概率就越高。参加常态化核
酸检测，一定要佩戴口罩。那么，做完核酸检测后，口罩要丢掉吗？怎
么扔？扔哪里？

■去核酸检测前，
建议准备备用口罩

工业企业安全隐患重重
岂能
“屡教不改”
？
本报讯 （记者 高瑶瑶） 杭
州海伦铸钢有限公司位于径山
镇小古城村，是一家从事钢铁熔
炼、浇筑定型的企业。近日，记
者跟随区应急管理局人员来到
该企业检查安全生产情况，发现
车间外危险气体储存罐周围没
有设置防撞标识，仓库内可明显
闻到类似天然气的味道。
现场，记者没有看到可燃气
体报警仪和防倾倒装置，丙烷胶
管所用连接头违规，且接头处皮
管已经老化破损。丙烷是具有
易燃性的气体，一旦出现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车间内移动设
备电源线绝缘层破损，且横跨通
道，长度超过 5 米。起重机的吊
钩保险片属于人为捆绑，不符合
使用规范。熔融钢水安全地坑
防护栏杆缺失，地坑存在积水，
属于行业重大事故隐患。
安全生产专家蒋德伟告诉

记者：
“ 企业的生产工艺决定了
其生产安全标准，地坑有水是绝
对不允许的，这说明工作人员管
理不到位，第三方机构也没有检
查发现。
”
杭州海伦铸钢有限公司负
责人罗晓明表示，企业的生产方
式比较传统，工人流动性大，很
多过去曾整改的问题在新工人
到岗后又会反复发生。
“ 我们在
管理上确实存在漏洞，对于违规
行为基本以教育为主，效果不理
想。接下来，我们会针对排查出
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并加大查
处力度，加强员工对安全生产的
重视程度。”
罗晓明说。
记者了解到，每月径山镇会
对 138 家企业进行督查，并要求
企业自查。径山镇区域发展办
公室安监中队长裘光祥坦言，督
查频率能保证，但在专业性上可
能还有欠缺。
“ 安全生产隐患是

工具电源线绝缘层破损

地坑防护栏杆缺失

1. 采样时，当工作人
员做好手卫生拿出采样
棉签准备采样时才可取
下口罩，双手拉住口罩耳
带不放，采样结束后立即
戴好口罩并离开；
2. 当 发 现 口 罩 被 污
染时，建议立即更换上备
用口罩，换下的口罩扔进
采样点设置的“废弃口罩
专用桶”
；
3. 如果没有带备用口罩，回家后摘下的口罩不要二次使用，需密
封或消毒后丢到小区设置的“废弃口罩专用桶”，或放入塑料袋密封后
丢弃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内。

■用过的口罩不能随便丢

按照《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使用指南》，使用后口罩
的处理原则分为两类：
1. 健康人群使用后的口罩，
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理；
2. 疑似病例或确诊患者佩戴的口罩，不可随意丢弃，应视作涉疫
医疗废弃物，
严格按照涉疫医疗废弃物有关流程处置。

■正确处理用过的口罩

危险气体储存罐周围未设防撞标识
动态的，有些问题虽然已经整
改，但企业生产习惯和职工操作
习惯还会造成同样问题反复出
现。此外，安全生产涉及面非常
广，部分工作人员在专业能力上
有欠缺，不能及时发现指出。”裘
光祥说。

针对这次检查暴露出的问
题，径山镇副镇长郑江松表示，
接下来会增加检查频次，提高企
业对安全生产的重视，通过增加
专业性培训提高检查人员能力，
借助第三方专业力量共同提高
安全执法水平。

1. 在医疗机构时，可以将口罩直接投入医疗废物垃圾袋中，口罩
作为医疗废物，
会有专业处理机构集中处理；
2. 普通人日常使用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使用过的口
罩可以直接丢入其他垃圾桶，
严禁回收及分拣；
3. 对于存在发热、咳嗽、咳痰、打喷嚏等症状的人，或接触过此类
人群的人，应将口罩先丢至垃圾袋，再使用 84 消毒液根据说明进行配
比，洒至口罩上进行处理。如无消毒液可使用密封袋或保鲜袋，将丢
弃口罩密封后丢入其他垃圾桶。
4. 对于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应在就诊或者接
收流行病学调查等处置时，
将使用过的口罩作为新冠涉疫医废处置。
（来源：
健康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