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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朋友们：
营造优美田园环境，确保大气环境

质量。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美丽萧山”
建设之机，让我们共同从利用秸秆，禁止
焚烧做起，为维护好这一片蓝天和清新
尽自己的贡献。

刀耕火种虽然是我们千百年来的农
业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的
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环境安
全，特别是焚烧秸秆，会使得空气中烟
尘、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的浓度急剧增
加，空气质量迅速下降，易诱发呼吸道、
肺部、眼科等疾病，对儿童、孕妇及老年
人的影响更加明显。同时，秸秆的燃烧
也会降低大气能见度，妨碍交通，导致事
故；秸秆燃烧产生的高温还会破坏土壤
结构，降低土地质量，引发火灾事故等
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命健康、财产安全。

但如果把秸秆收集应用得好，也是
十分宝贵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对我们的
食品安全、能源节约、环境卫生都会带来
很多益处。把秸秆机械粉碎、堆沤腐熟
还田后能够增加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

用，既可节约种植成本还能保障农产品
质量；还可以通过机械压制，制成生物材
料和燃料；通过青贮氨化，变成饲料等。
为鼓励和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
化、能源化、原料化，市委市政府将出台
一系列政策给予引导和扶持，希望广大
农户和有识之士积极投身禁止燃烧和推
进综合利用的活动中来，共同促进大气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焚烧秸秆不仅破坏环境，危害大家，
也违法违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和《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处
用促进办法》都明确规定：禁止露天焚烧
秸秆，违者依法处予5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农民朋友们，蓝天白云下面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抵
制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为“美丽杭州”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局
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1日

提倡秸秆利用 严禁秸秆焚烧 保护大气环境
—— 致全区农民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通讯员 应长根 记者 龚洁

本报讯 连日来，新街街道动员各村
（社区），针对乱搭建、乱堆放及废旧回收
点、各类小广告、出店经营、车辆乱停放
等现象，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凌晨5点，新街盛东村的中心马路
上，负责该路段卫生保洁的马阿姨就开
始清扫路面。马阿姨说：“这几天，是杭
州市迎接国家文明城市验收，我们更应
该以更高的标准，搞好村内的环境卫生，
为杭州迎检加分。”该村分管卫生工作的
戚小华表示，该村增派卫生工作力量，对
全村马路、河沟及所有的堆积物进行清
理，盛东要打好清洁家园“主动战”。

芝兰村组织人员对芝兰桥旁影响交
通安全和环境卫生的200多平方米商铺
实施全面拆除，并建造两个绿化小公园，
提升入村口形象。

花城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社区楼道
清洁活动，居民自觉打扫卫生，清除非法
广告。社区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在集镇
闹市开展不乱贴乱画乱丢和文明过马
路、文明停车的宣传。

新塘头村全面拆除违法建筑，整治
路边、河边的乱搭乱建行为；沿江村则开
展整洁庭园活动；街道城管中队清理主
要道路沿线堆积的垃圾；街道清洁办加
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查处整改。

为进一步提升环境卫生水平，下半
年新街各村（社区）增加配备垃圾分类桶
装化收运员73名，专门收集辖区内的垃
圾桶转运以及沿途垃圾转运，有序推进
环境综合整治。

■见习记者 蒋祺阗

本报讯 昨日，区政协组织相关政协
委员，对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工作进行视察调研。区政协主席洪松
法，副主席俞志仁、顾大飞、姜国法、黄晓
燕，秘书长沈亦飞等参加活动。副区长
杨晓峰应邀参加。

视察中，委员们先后来到瓜沥镇光
明小学萧山花边非遗教学传承基地、南
宋官窑研究所，现场观摩萧山花边和南
宋官窑瓷制作技艺这两项省级非遗项
目，领略我区非遗的独特魅力。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委员们又集中观看了
《我们的精神家园》萧山非遗专题纪录
片，听取了区文广新局的情况汇报。目
前，我区已有各级各类非遗项目97项，其
中楼塔细十番、翻九楼、河上龙灯胜会3
项为国家级，省级11项、市级16项，认定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5人，建立省市区级
非遗基地29个。

委员们认为，我区非遗保护传承工
作举措扎实、推进有力，通过抓好组织协
调、挖掘申报、建立名录、宣传展示、传承
传播等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在肯定

成绩的同时，委员们还集思广益，从加强
区级统筹、搭建机构平台、开展活态展
示、精准培养受众等角度入手，为进一步
加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出谋划策。

会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古
老也是最鲜活的历史传统，是弥足珍贵
的文化财富。萧山非遗是我区八千年文
明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是萧山先民世
代相传的智慧创造，是萧山人民的“根”
与“魂”。加强非遗保护与传承，对于延
续历史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对于推进产城人文融合发
展、建设一流城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要站在对历史负
责、对文化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不
断深化思想认识，增强保护意识，营造良
好氛围，全力推动我区非遗保护传承工
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认为，下阶段要进一步加强谋
划研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顶层设计，
健全保护体系，完善数据名录，落实长效
机制，建好人才队伍。要进一步深挖非
遗资源，坚持挖增量与提增量相结合，在
继续排摸各类非遗线索的同时，着力提
升现有非遗项目保护级别。要进一步加

大保护力度，完善非遗保护配套法规和
政策，加快建立区级非遗展示馆，运用信
息化、智慧化手段开展活态保护，增加非
遗保护经费投入。要进一步传承发扬光
大，积极搭建各类宣传展示平台，扩大对
外文化交流，大力培养非遗传承人、接班
人，注重生产性保护，融入现代元素激发
非遗活力。各有关部门和镇街要进一步
增强使命感，强化责任落实，把加强非遗
保护与传承作为分内事，在条抓块保中
形成合力。区政协和广大委员要继续给
予关心支持，通过积极主动履行职能，帮
助做好宣传推广、建言献策、加油鼓劲等
工作，为加强我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
贡献智慧力量。

杨晓峰感谢区政协对非遗保护传承
工作的关心支持。她说，萧山非遗是“萧
山精神”的象征，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把萧
山的历史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
下一步将通过政府带动、组织推动、活动
拉动多管齐下，广泛增强社会各界对非
遗的认知度，着力完善财政保障、项目建
设、传承传播等机制，努力打造一批精品
非遗项目，不断提升我区文化软实力，让
萧山元素走向世界。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邓霞 孔宇 马一婷

本报讯 昨日，我区举行第八届萧山
国际旅游节暨2017萧山旅游饭店服务
技能大赛开幕式。区领导赵立明、洪关
良、罗林锋、顾大飞出席开幕式。区委副
书记赵立明宣布第八届萧山国际旅游节
正式开幕。

“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
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
如果说钱江观潮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
么今年萧山将同时为您奉上一场休闲旅
游的盛会。第八届萧山国际旅游节以

“美丽萧山·魅力旅游”为主题，从9月开
始，历时两个月，将举办七大主题活动，
分别是第八届萧山国际旅游节开幕式暨
2017年萧山区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

潮涌钱塘——2017中国国际（萧山）钱江
观潮节、萧山旅游品牌口号征集活动、
2017第二届湘湖国际铁人三项邀请赛、
第二届中国浙江（湘湖）国际摄影大赛、
戴村镇第三届山地越野赛、景区特色惠
民活动等，全力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

“精彩、亲民、欢乐”的旅游嘉年华。
活动期间，区内各旅游企业将推出

亲子、婚庆、宗教养生、乡村游等多款特
惠旅游产品，让诸位“玩客”少掏钱、游尽
兴，全方位玩转花样萧山。

今年以来，我区抢抓“后峰会、前亚
运”契机，依托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
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依托杭州国际博
览中心，大力发展会展经济；依托南部好
山好水，大力推进乡村旅游等等，各项工
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旅游经济运行
稳健，发展势头良好。

每年的萧山国际旅游节已成为萧山
展示旅游形象、宣传旅游文化、推介旅游
市场的重要平台。随着萧山“三化联
动”，“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的现代化
国际城区”目标的提出，萧山旅游将更具

“国际范”，预计今年十一“黄金周”将吸
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休闲度假旅游。

在此节点，我区乘势举办国际旅游
节，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拉高旅游发展标
杆，推进旅游建设项目，拉长旅游产业链
条，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最终推动萧山旅游在更高起点上实
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我区旅游业将继续以举办特色节庆活动
为契机，进一步打响萧山旅游品牌，全面
展示萧山旅游行业形象，打造既有萧山
特色又兼具影响力的休闲旅游新天堂。

第八届萧山国际旅游节昨日开幕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瞿波

本报讯 昨日，杭州市企业民主管理
现场会在我区召开。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杜世源，市委副书记马晓晖，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
胜，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在推广“传化经验”的基础

上，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切实保持和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精准定位工会自身
发展目标上打造新亮点，把夯实基层基础
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效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
力、影响力。

会议要求，要在有效组织引导服务产

业工人上有新突破，按照“政治上保证、制
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思
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打
造更多“杭州工匠”。要在加强基层工会
组织建设上有新进展，坚持眼睛向下、重
心下移，把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基层，把工
作的资源下放到基层，把项目落实到基
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同时依托互联网

开展精准普惠服务，不断创新实践挖掘基
层潜力，整合各方资源提高服务水平。

近年来，传化集团充分发挥工会组织
作用，深化和创新民主管理的机制和方
式，让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和家人。
民主管理，给传化带来的效益，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大至企业的发展战略，小至车
间的生产管理，员工总是能出谋划策，想

出金点子。仅2016年，工会就受理员工建
议 24137 条，采纳 21667 条，采纳率为
89.8%；实施建议 18882 条，实施率为
87%，预计实现经济效益近900万元。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智慧发挥了作
用，解决了企业生产管理中容易被忽视的
小问题，汇聚起了推动传化事业不断发展
的多方力量。

区政协视察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

杭州市企业民主管理现场会在我区召开

田间艺术田间艺术

戴村镇南三村有一处彩色稻田创意图形，该稻田图形以萧山区农（林）业局logo为模板设计种植而成。黄色稻为底，象征金色的大地，绿色铺就“农林”二字
及图标，象征绿意昂扬，蓬勃发展。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傅潇霞 沈镇 摄

新街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传化经验”成学习范本向全市推广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顾奇良

本报讯 当今社会最缺的是什么？
毋庸置疑是人才。区域经济竞争，归根
到底也是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竞
争。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形
势的迅猛发展，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力度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区人才工作的重
中之重。在区委人才办的统筹部署下，
我区首个实体海创园——杭州湾智慧谷
（萧山海创园）应运而生。

去年以来，区委、区政府为推动人才
发展平台建设，加大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力度，吸引集聚更多海内外人才来
萧创业创新，整合了区人社局下属的大
学生（留学生）创业园和区招商局下属的
萧山国创中心，组建成立了区人社局主
管的杭州湾智慧谷（萧山海创园）管理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智慧谷），负责海内外
高层次人才的创业扶持和实体园区项目
推进。

智慧谷实体园区地处杭州市规划中
两大城市主中心之一的钱江世纪城，毗

邻G20会场和亚运会主体育场，具体位
于丰二路以南、永晖路以西，紧邻杭州地
铁2号线、市区主干道机场高速路和市心
路。从这里驱车15分钟即可畅达萧山国
际机场和杭州火车南站，出行十分便利。

智慧谷主体建筑为一幢31层的5Ａ
级创业大厦，地上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
米，旁边还配建了7幢人才用房，力争用
几年时间在我区打造一座杭州钱江南岸
的人才集聚高地和科创中心。目前，在
区城投集团的建设推进下，智慧谷创业
大厦裙房幕墙进入扫尾阶段，主体幕墙
龙骨完成80%，内部装修也已经启动。
预计这个海归人才来萧创业创新的温馨
家园将于年底和大家亮相见面。

今后，凡是入驻智慧谷实体园区的
项目视实际情况可享受租金扶持、装修
补贴、研发扶持、产业化扶持、安居保障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符合人才安居政策
的人才，可享受最高100万元购房补贴
或2500元/月的租房补贴；园区内产业化
类项目，区产业引导基金可按企业引进
风投的一定比例进行跟投。

萧山首个实体海创园即将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