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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时评

■首席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沈镇

本报讯 茶山上、田垅间，在淡淡茶香
相伴下，各村的茶农们相聚戴村三清园，忙
碌的身影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农景图。结束
了连日阴雨，近日，随着天气好转，一年一
度的采茶季如期而至，当地特有的三清茶
进入了全面采摘期。

日前，记者来到这里，满山生机勃勃的
绿色映入眼帘，几十名茶农腰系竹篓，穿梭
于400亩青翠嫩绿的茶丛中，山岗上一派
繁忙景象。春茶的嫩芽肥硕、色泽翠绿、叶
质柔软，具较高的品尝价值。每年春天，这
里都会开展采摘春茶活动，这已成为许多
茶农的习惯。

沈仁芳是采摘春茶队伍中的“老手”，
至今已采摘了十多年。她告诉记者，由于
今年雨水天气较多，明前三清茶的香气更
为清高，口感也更为清醇。“今年茶叶长势
喜人，往年会有很多冻坏的青叶，今年片片

都很好。”沈仁芳说。
一般来说，开春后，茶树需要经过5—

7天8℃以上的天气，才能发芽萌动，进入
采摘流程。杭州萧山九清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陈巧红说：“今年气温与往年同期
相比上涨了1℃，因此，开采时间也提前了
一两天，从8日起开采，现在已全面进入采
摘期。”

现场，采摘好的青叶被一袋一袋地装
好，并由专人送下山去进行炒制，如此之后
才能陆续上市。据了解，三清茶炒制要通
过摊青、杀青、回潮、二青筛分、辉锅等十几
道工序，其中一道“辉锅”最为关键。新茶
要在炒茶工手里来回翻转，直到茶叶的色
泽、形状逐渐成型，方可结束。

新茶上市，市民最为关心的价格又如
何？“价格与往年略微上涨，每斤在700元
左右。”陈巧红说，只要后期不发生倒春寒，
产量不减，这个价格应该会持续到清明前
后。

据陈巧红介绍，目前三清茶销售火爆，
特别是谷雨前采摘的，生长于五六百米的
高山茶更是供不应求。接下来，他们每天
会组织200余名茶农到三清茶基地，开始
近两个月的旺季采摘，这波热潮将一直持
续到5月初。

这几年，萧山大力推广“三清茶”，希望
将其打造成为戴村乃至萧山茶叶特色品
牌，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激发美丽经
济内在活力。在政府的帮助下，三清茶知
名度越来越高，产量及销售量增长基本保
持在5%左右。

三清茶是浙江稀有的高山茶珍品，为
浙江省名茶、杭州十大名茶之一。其主要
分布于戴村石牛山、云门山、狮山三大核心
基地，现有面积3000多亩，年产干茶30吨
左右。这里群山起伏，竹林繁茂，溪涧清
澈，昼夜温差明显，土壤深厚肥沃，具有得
天独厚的名茶生产自然条件。

戴村三清茶进入全面采摘期 价格略涨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近日，传化智联旗下子
公司杭州传化公路港与海拍客及其核
心供应商中商（浙江）商业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签订三方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就仓储运输，信
息系统服务，供应链服务等业务达成
合作。此举也是传化智联的一次新尝
试，用智慧物流助力新零售，实现商贸
流通领域降本增效。

海拍客是国内一家母婴B2B2C平
台电商，上游连着像中商这样的海内外
产品经销商，下游连着超过15万家母
婴实体店，覆盖全国30个省份、100多
个城市。当前，由于传统母婴实体店场
地有限等现状，订单多以小批量、多频
次为特点，由此仓储和配送等物流问题
成了母婴平台发展的主要制约。

“此次与传化智联合作，直击行业
痛点。今后，母婴店在海拍客下单的
商品均将直接从杭州传化公路港共享
云仓发出，确保货物安全、高效、准时
运达。”海拍客副总裁兼樱桃爸爸
CEO赵之甲表示。

走进杭州传化公路港共享云仓，
一幅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场景映入眼
帘，电脑屏幕上仓库的3D库容图一目
了然，工作人员正在将货物扫码入
库。“我们已经将海拍客订单系统接
入，一旦它上面有新订单，我们的系统
也能同步收到订单信息，并依托公路
港的全国干线网络，实现仓配运‘一单
到底’。”杭州公路港物流业务部总监
张千表示。

今年1月，共享云仓系统进行了
升级，由传化智联自行研发的OMS
（订单管理系统）、云仓WMS（仓储管
理系统）、链云TMS(运输管理系统）等
组成的智能物流供应链系统全面接
入。借力“物流大脑”，目前，杭州传化
公路港月发货量超过10万件，日均发
货量达3000余件。

“在仓配运一站式服务运营成熟
后，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客户需求，逐步
提供存货质押金融、公海联运通道等更
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进一步为企业
降本增效。”杭州公路港总经理吴军表
示，预计年底云仓将扩大到8万—10万
平方米，逐步向服务百万企业目标迈进。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沈炳

本报讯 3月8日，记者从杭州地铁运
营分公司获悉，杭州地铁线网单日最高客
流首次突破200万，达200.73万人次，创
下2019年第一新高。 其中2号线单日最
高客流首次突破60万人次，创下本线新
高。

28岁的小张是杭州市某协会的工作
人员，住在杭州城西银泰。每天早上，她都
要步行十分钟到三坝地铁站，乘坐2号线
到凤起路，再换乘1号线到龙翔桥，全程40
分钟左右。和小张一样，每天依靠地铁2
号线通勤的上班族数以万计。他们中有很
多是住在萧山、跨区打卡的年轻人。

最近，小张搬到了萧山，新的住所在
建设一路地铁站附近，“从这里到工作
单位，也是40分钟。只要有地铁，住在
哪里没什么区别。”作为大城市的标配，
地铁带给年轻人的其实是更多的工作
机会和生活的便捷性。在他们眼里，地
铁的省时、便捷也就意味着高效、安
全。这也是地铁客流稳步增加的最主
要原因。

杭州地铁运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自杭州地铁2号线全线、4号线南段
开通以来，地铁线网客流不断刷新，仅
2018年线网最高客流就连续刷新14次。

从最初的1条线路、48公里、30座车
站、串联6城区、日均客流14万人次，到现

在的3条线路、117.6公里、80座车站、覆盖
8城区、日均客流达到150万人次，逐年上
升的客流量也对轨道交通网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当前，杭州地铁正在全面加速成
网。

今年，穿越7个城区的“换乘之王”5号
线即将于年底正式开通。除此之外，在萧
山，6号线和1号线三期预计将于2020年
通车，7号线预计将于2021年通车，杭绍
城际线预计将于2020年通车，机场轨道快
线预计将于2022年通车。

预计在亚运会前，整个杭州将建成10
条地铁线、2条城际线、1条机场轨道快线，
通车总里程516公里，形成较为完整的轨
道交通网络。

地铁2号线单日最高客流量首次突破60万

智慧物流赋能新零售
传化智联牵手母婴平台“海拍客”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顾奇良

本报讯 为加强我区海外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作，规范高层次人才创业创
新“5213”计划项目的日常考核管理，近
日，区人社局在杭州湾智慧谷3楼世纪
厅召开了2019年萧山区高层次人才创
业创新“5213”计划企业专场培训会，区
内“5213”计划各企业负责人、财务负责
人共计2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期间，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
所资深财务专家沈思远女士应邀为企
业代表进行了现场授课，她结合

“5213”计划项目绩效评价情况，为与
会代表解读了萧山区高层次人才创业
创新“5213”计划《项目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和《项目考核验收办法》。

随后，杭州湾智慧谷相关负责人
就萧山区“5213”计划项目考核验收和
企业高层次人才申报摸底工作为大家
做了布置和培训，并就高层次人才来
萧创业创新的政策作了进一步介绍。

最后，区人社局分管负责人勉励参
会“5213”企业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
度，用好用足各项财政补助资金，切实助
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区人社局召开“5213”计划企业专场培训会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根据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萧山学院2018年度情况统计，工商管
理、行政管理、会计学、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建筑工程、学前教育六专业成为热
门，占全年招生总量的近80%。

“专业的招生数量受到两个因素
的影响，一个是社会的需求，另一个就
是我们的师资力量。”电大萧山学院分
管招生的党委委员朱小明告诉记者，
这六个专业都是属于实用性较强、社
会需求较大的专业。以学前教育专业
为例，受到幼儿园数量增加、人们对启
蒙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幼儿园师资要求
提升的影响，社会需求量增加。特别
是在一些乡镇，由于人才往城区汇聚
的原因，对幼师的需求，特别是高质量
的师资需求还是很大的。

作为萧山人“家门口的大学”，电

大萧山学院在如何为社会培养好适用
型人才这一重要课题中，发挥着自己
的地缘优势。为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进一步了解幼儿园教育与教学的工作
特点，电大萧山学院已经与所前中心
幼儿园、广泽幼儿园、潘水幼儿园、贺
知章幼儿园、琴山下幼儿园、新塘中心
幼儿园等10所幼儿园合作建立了学
前教育专业教学实践基地。“通过学生
的实习、见习，加深了学生对学前教育
职业的理解，增强专业技能和岗位素
养，有利于促进学生职业化发展。”朱
小明表示。

此外电大萧山学院还分别与荣盛
集团、恒逸集团、亚太机电等知名企业
开展合作办学，开展工商管理、机械制
造等专业学历提升教育，培养了大批
留得住、用得上、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的
技术型员工。

六门热门专业招生 占成人高等教育八成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陈栋

本报讯 近日，我区少工委十届
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区少工委
委员、各镇街少工委主任，各学校少先
队大队辅导员，以及2018年度优秀辅
导员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会议。副区
长陈琴箫出席会议。

会议回顾了2018年我区少先队
工作，并对2019年的少先队重点工作
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其间，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区少工委委员卸免、增补确
认案，表彰了2018年度萧山区“优秀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优秀少先队中
队辅导员”。同时，为了进一步对少年
儿童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上宣布
正式成立萧然红领巾学院。

会议提出，希望少先队工作能中
心明确、特色鲜明；少先队工作者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职能部门能精诚协
作、共促改革。

区少工委十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首席记者 洪凯

本报讯 每一凿，每一锯，每一
刨，每一磨……都充盈着欢乐与期待，
通过自己动手DIY制作，感受木头的
别样之美。昨日，区图书馆主办的“木
伐伐”木工手作公益课程正式开班，12
组来自区内各学校的小学中段家长和
孩子们，在现场忙得不亦乐乎。

胡桃木、白橡木、砂纸、手锯、钻
子、尺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和
家长一起纷纷动手开始构思和制作，
动手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木工作品。

“传承非遗，尤其是老底子木工的
‘榫卯’精华技艺，无不融入爱护森林
和绿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理
念。”来自木纳家具艺术设计的指导

老师夏玉泉告诉记者，自己是耳濡目
染爱上了木工技艺，如今已是萧山的
木工非遗技艺传承人，如今想着如何
把木工技术教给中小学校里的孩子，
让他们了解这门手艺。

“在萧山，很少有学校开设木工课
程，区图书馆作为一方文化浸润之地，
把木工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形式，来
开展木工系列公益活动，是一次有益
尝试。”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罗群英表
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们
将来回忆起童年的时候，除了作业和
培训，还有木头创意设计与手工打造
的温暖故事。

据介绍，目前，该公益课程的春季
班已正式开课，接下来暑期班的课程
设计与安排开始提上日程。

萧山非遗木工技艺工艺课程开课

■赵邱峰

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名单公布，我区
南阳街道龙虎村上榜（相关报道详见 3
版）。

龙虎村的入选，是萧山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是努力扩大全区
森林覆盖面进程中的缩影。全省 353 个
村上榜“一村万树”示范村名单，龙虎村
是我区唯一，我们要适时推广龙虎村的
好经验、好做法，争取我区以后有更多村
庄入选“示范村”，让“萧山绿肺”更加通
畅更有活力。

像龙虎村这样的地方，全区并不少
见。越来越多的树木栽下，越来越广的

森林覆盖，让城市大变样。去年年底，全
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27.59%、林木绿化率
达 28.91% ，还 创 建 出 两 个 省 级 森 林 城
镇。在成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根源，
在向好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趋势：树
木成荫，给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宜居
环境，若天蓝水清逐渐成为萧山的“环境
标配”，市民对美丽家园的守护和维系便
会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这一年，
不光是热心市民通过区及镇街义务植树
服务信息平台，积极投身到植树护树的
队伍里，还有更多涌现出来的“民间护水
达人”，投身于环保志愿者的行列中。在
绿色萧山建设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现代
化城区的冲劲干劲，也看到了现代化城
区应有的软实力。

绿在城中，更应当在心中。宜居宜业
的萧山，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努力。关心身
边环境、维护优良环境，这也是现代公民
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就这点来说，萧山进
步很快，但有不足。从相关部门提供的资

料及媒体曝光的种种不文明事件里，我们
承认，以自我为中心、弃公共利益不顾的
人，在萧山也确实存在，特别是对待公共
环境卫生的态度上，抱着“自扫门前雪”态
度的人，给美丽家园建设带来了些许的阻
力，也影响了萧山的城市形象——这就更
需要相关部门和全社会，以更大的努力，
倡导文明行为、传递文明观念，用更多“正
能量”抵消个别不良言行对社会文明的侵
蚀。

市民的文明程度越高，城市的发展
就有更广阔的未来。萧山越来越多的

“绿色”，背后是萧山市民植绿护绿意识
大幅提升，也是萧山市民更有“大国民风
范”的显现。我们应因势利导、正本清源
——机关、学校、媒体、公益组织、志愿者
队伍等多部门多单位联合，要不断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更多的现
代文明理念逐渐播撒基层、覆盖角落，最
终消除“不文明”，并成就萧山作为现代
化国际城区应有的素养和内涵。

绿在城中 更在心中

近日，萧山供水公司开展“水精灵”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暨“保护母亲河”环湘湖宣
教毅行活动。志愿者向游客发放宣传资料，劝导不文明行为，并清理打捞湖边的垃圾。

通讯员 李宇光 摄

保护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