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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根据春节放假安排，本报于2023年1月23日（初二）至1月

27日（初六）停刊，1月28日（初七）恢复正常出版。

真诚感谢广大读者一直以来对本报的支持和厚爱，恭祝大

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胜意！

本报编辑部

2023年新春贺词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

本报讯（记者 余文）昨日，

2022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名单

出炉，余杭喜夺两金一铜两提名。

其中，我区牵头的“构建平安

风险预测预警防控体系”获得金

奖，是全省唯一作为牵头单位获得

金奖的区县；“构建良渚遗址保护

传承和活化利用机制”获得提名

奖；协同参与的“完善舆论引导机

制”“水利工程建设风险防范集成

改革”“浙有众扶集成改革”也分别

获得金奖、铜奖和提名奖。

作为全省唯一承接试点改革

任务的区县，余杭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

实做细做好”的指示要求，积极构

建平安风险预测预警防控体系。

聚焦平安建设政治安全、矛盾纠

纷、社会治安、行业监管、依法治网

等五大领域，10多个部门协同联

动，通过数据打通、业务重塑、机制

重构，依托物联感知和大数据计算

等前沿技术，建立风险监测、风险

预警、风险智控体系，构建了重大

风险“预测—预警—处置—反馈”

的闭环管控机制。

自改革推进以来，已预警各类

风险隐患 60121个，化解风险 9013
个，整改隐患51108个，80%以上风

险隐患通过AI智能处置复核，处

置效率提升 75%以上，推动警情、

信访、诉讼总量同比分别实现两位

数下降。

立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良渚古城遗址传承保护的

重要指示精神，余杭全力构建良渚

遗址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机制。

围绕遗址保护、文物活化、文化传

播，以构建“挖掘、保护、研究、利

用”全链条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机

制为核心，以建设“良渚遗址

5000+”数字化改革场景为突破口，

创新“遗址网格+行政网格”双重网

格监管、“文物安全一件事”等文物

保护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分

级分类开放的跨界交流研究机制，

打造共建共享的文物活化生态体

系，探索出一条文物保护利用的新

路径。

改革推进以来，文物保护治理

效能进一步提升。风险主动预警

准确率达90%以上，文物前置审批

平均用时缩短50%以上，保护范围

内法人违法行为零发生；研究交流

领域进一步拓展，推动与敦煌研究

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国家级

研究中心落地良渚；活化利用效果

进一步显现，开发文化衍生产品

500余款，其中与周大福联名黄金

珠宝产品，上柜三月销售额已超

3000万元，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累计

接待游客 500 万余人次，短视频

《良渚微讲坛》海外总覆盖人数近2
亿。

余杭区获2022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金奖

市民朋友们、同志们：
瑞虎辞旧岁，玉兔报新春。

值此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中共

杭州市余杭区委、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政府，向全区人民，向在余杭

投资发展、创新创业的朋友们，向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同志们，向

所有关心支持余杭发展的社会各

界人士，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

星光不负赶路人，最是奋斗动

人心。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余杭发展进

程中极不平凡、极其精彩的一年。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吹响了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奋进号角。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昂首迈

进“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争当‘两

个先行’排头兵”新征程，奋力推进

创新策源、未来产业、文化地标、西

站枢纽、美好教育、舒心就医、碧水

安澜、交通畅达、社会智治、五星幸

福体“十大工程”新实践，余杭大地

展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余杭成为全省唯一的全国“新时代

政法楷模集体”推荐对象、全市唯

一的国家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和

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单位，

勇夺全省平安建设最高荣誉“一星

平安金鼎”，连续两年捧回全省科

技创新最高荣誉“科技创新鼎”，先

后荣获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综合考评第一名、全省人才工作综

合考评第一名等佳绩，“径山茶宴”

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我们

攻坚稳进提质，喜看改革创新迸

发新动能。之江实验室纳入国家

实验室体系，天目山实验室揭牌成

立，浙江创新馆、杭州技术转移转

化中心相继落户，未来科技城成功

创建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全区人才

总量突破35万。入选科技部公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38家，认定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3

家，数量均列全省第一；新增市场

主体 4.4 万余家，新增上市企业 7

家，增量均列全市第一。以数字化

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余杭成为

全省唯一捧获改革突破奖金奖和

“双最佳”应用的区县；“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稳步推进，“一

支队伍管执法”全面铺开；国有企

业改革蹄疾步稳，组建区国投、城

投、交投和文旅集团，与区三大产

业平台携手，聚焦主责主业、共谱

发展新篇。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我们

坚持以文兴城，喜看文化事业书

写新辉煌。高站位启动良渚文化

大走廊建设，与城西科创大走廊和

五千年发展轴构成“两廊一轴”空

间新格局，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杭州国家版本馆落

成开放，老虎岭遗址公园建成开

园，径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扎实

推进，我区入选省级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化先行区培育名单。中华文

明圣地的国际辨识度和世界影响

力持续提升。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我们

加快城乡融合，喜看环境面貌提

靓新颜值。高铁杭州西站建成投

运，文一西路快速路、莫干山路高

架、运溪高架沿线匝道、良睦路隧

道、绿汀路隧道等建成通车，内畅

外联、链接全国的交通体系加快形

成。3个镇街获评美丽城镇省级样

板，美丽城镇市级样板全域覆盖；6

个社区、5个村、3个区块分别获评

省级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和风貌样

板区，数量均为全省第一；获评全

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

丽乡村工作优胜县；全国首发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企业指数，成功举办

全国低碳日、国际生物多样性主题

日等省市主场活动。余杭的城市

更靓，乡村更美，山水更秀丽。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我们

聚力共富示范，喜看民生改善收

获新成果。深化扩中提低改革，持

续缩小“三大差距”，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5万元，城乡

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55:1，居省市

最优行列，乡亲们的“钱袋子”更鼓

了。杭州第二中学余杭学校、杭州

学军中学余杭学校揭牌成立，浙大

一院良渚分院建成启用，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就好医。年度

民生实事项目全面完成，新增示范

型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12家、

社区婴幼儿成长驿站31家，余杭

的“朝阳”更艳，“夕阳”更红，民心

更暖。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我们狠

抓除险保安，喜看平安余杭实现新

跃升。圆满完成平安护航党的二

十大维稳安保任务。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艰苦但最

终打赢仁和“3·9”、良渚“4·5”等疫

情防控阻击战，牢牢守住杭州农副

产品物流中心这一全市“米袋子”

“菜篮子”；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

优化措施，实现有序转段和平稳渡

峰。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送上门

的群众工作办实办好，余杭成为全

省首个、全市唯一的省信访工作现

代化示范区创建区县，信访积案实

现动态清零，信访总量下降15%。

深入开展除险保安百日攻坚行动，

平安氛围日益向好，人民群众安全

感更加充实。

磨砺虽多意愈坚，直与天地争

春回。越过激流险滩，战胜艰难险

阻，我们更加懂得，2022不是轻松

度过的，是 170 万余杭儿女一起

扛、一起拼、一起闯过来的。奋战

在抗击疫情最前沿的医护人员，奋

进在经济发展主战场的企业家朋

友，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干

部职工，还有用心守护千家万户的

部队官兵、公安干警、村社干部

……大家以勇气面对困难，以爱心

传递信心，用平凡铸就非凡。每

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值得点

赞！

行到半途须努力，欲登绝顶

莫辞劳。2023年是全面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深

入贯彻落实“八八战略”二十周

年，是杭州亚运会举办之年，也是

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大干之年。

新征程新起点，我们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建设杭州

城市新中心、争当‘两个先行’排

头兵”总目标，以“十大工程”为抓

手，聚焦聚力稳增长，全力以赴防

风险，持之以恒推改革，用心用力

惠民生，打造更多具有余杭辨识

度的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余杭篇章。

春风浩荡满目新，不负韶光

万里程。市民朋友们、同志们，征

途漫漫、惟有奋斗，梦想成真、惟

有实干。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守初心、坚定信心，踔厉

奋发、团结奋斗，共同打拼癸卯

年、争创新佳绩，开创余杭更加美

好的明天。

最后，衷心祝愿全区人民新

春快乐、幸福安康！

本报讯（记者 王珏睿 朱晨

皓 鸬鸟微融媒体中心 金静）新

春佳节，热闹的鳌鱼灯表演又如

约在鸬鸟镇山沟沟村惊艳亮相，

一时间，山乡最传统的年味飘荡

开来。

只见 12位鳌鱼灯队员穿上

传统的彩灯服，舞起五彩斑斓的

鳌鱼灯，两手不断变换灯杆抓握

位置，随着锣鼓声变化着不同的

走位、队形。远远看去，一条条龙

头鱼身的“鳌鱼”不断翻飞着，活

灵活现、蔚为壮观，为山村增添了

一抹艳丽的色彩。

鸬鸟镇历史悠久，三国时期

名将凌统便出自这里。相传，逍

遥津一战中，一条鳌鱼腾空而起，

救下了命悬一线的凌统。鸬鸟乡

亲感念它的救命之恩，从此将鳌

鱼视为吉祥的象征。自此，鳌鱼

灯在鸬鸟流传了 2000多年，深受

当地群众喜爱。“每逢春节、元宵，

我们都会到各村社、街道去表演，

祈求国泰民安，大家风调雨顺、平

平安安，生活红红火火、健健康

康。”表演者赵月琴说。

如今的鳌鱼灯以走阵图为

主，有“双龙入海”“荷花探水”“喜

跳龙门”等 10多种阵图和动作。

热闹喜庆的表演，吸引了不少游

客驻足观赏，为乡村带来了人气。

“阿姨们跳得非常好，队形变

化挺震撼的，锣鼓响起来的时候，

过年的感觉一下子就起来了。希

望新年大家红红火火，幸福安

康。”游客瞿梦莹开心地说。

山乡舞起鳌鱼灯 欢欢喜喜闹新春

本报讯（记者 杨阳 通讯员

张海龙） 一桌年夜饭，共享四季

情。昨天是农历壬寅虎年除夕，昨

晚19时22分，CCTV-9央视纪录频

道播出纪录片《四季流转年夜饭》

第二季，余杭区瓶窑镇一家人的年

夜饭也出现其中。

余杭瓶窑镇这家人的年夜饭，

由家中女主人宋美芳精心操持。

在她看来，能陪着父母，一家人守

在一起和和美美过日子就是最大

的幸福。在宋美芳开出的年夜饭

菜单中，八宝菜代表勤劳如意，素

烧鹅代表向天而歌，毛腌鸡代表大

吉大利，江南酱鸭代表春江水暖，

干炸响铃代表心想事成，清蒸桂鱼

寓意年年有余，清蒸甲鱼寓意甲冠

天下，粢毛肉圆寓意团团圆圆，冬

笋腌肉寓意节节高升，玉米甜豆寓

意金玉满堂，白切羊肉寓意喜气洋

洋，油炸春卷寓意春光无限，蜜汁

金瓜寓意甜甜蜜蜜。此外，点心八

宝饭如同聚宝盆，寓意着新年财源

滚滚；饺子为新旧交替，新春交好

运。

纪录片《四季流转年夜饭》把

中国人对过年的情感融入历史、民

俗、饮食、地域文化中，由此寻味乡

愁、寻味传统。在地域上涵盖全国

各地，在内容上涉及山河湖海，在

拍摄上跨越春夏秋冬，以《四方风

物》《他乡故乡》《寻味南北》《山海

四季》四集来体现中国人对于过

年、对于故乡的情感。

余杭年夜饭能够入选央视纪

录片，无形中也成为“中国故事”的

最好表达。其实，这桌丰盛的年夜

饭，缘起于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汪文

斌的一幅油画，他在大径山乡村写

生时看到了这桌村民家中的年夜

饭，由此想到了一餐饭里所蕴藏的

生活密码。

这幅油画又通过区作协主席

张海龙推荐给了央视纪录片《四季

流转年夜饭》的总导演谢芳。“瓶窑

镇位于五千年良渚文明核心区，良

渚先民以稻米为主食，食用猪、鹿、

鱼、螺蛳、甜瓜、菱角等，种类众多、

营养丰富，这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也

是向良渚先民的一种致敬。”张海

龙说。

余杭年夜饭登上央视纪录频道

宋美芳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包括冷菜六碟、热菜十二道、点心两种

本报讯（记者 朱筱）又是

一年除夕夜，千门万户乐融融。

昨晚，在瓶窑镇塘埠村，家家户户

挂起大红灯笼，鞭炮、烟花声此起

彼伏。

“今年可以放鞭炮、烟花了，

这噼里啪啦的声音一响，才有年

味啊！”村民汤先生说。

据悉，为积极响应市民期望

通过燃放烟花爆竹“祈福禳灾、凝

聚人心”的美好愿望，今年除夕至

元宵期间，余杭适度扩大允许燃

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在瓶窑镇南山村，村民们同

样以烟花、鞭炮迎接新年，洋溢在

一派辞旧迎新的喜庆氛围中。小

朋友们一边挥舞着烟花棒，一边

大声喊道：“放烟花，过新年啦！”

为保障烟花燃放安全，守护

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区应急管理局提前研判部

署，成立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工作

专班，明确烟花燃放、销售等重点

环节工作任务，制定春节期间烟

花安全联合检查方案和突发事件

处置方案。相关部门、镇街值班

值守人员，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

备勤，确保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

件。

区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新

春期间，燃放鞭炮千万注意安全，

尽量选择在空旷场地燃放。

爆竹声中一岁除 安全燃放记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