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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桥15家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三年倍增计划 预计提前一年完成

传统文化进校园 新街各校开设第二课堂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华诞，萧然群众文化艺术团每天清晨在江寺公

园排练鼓舞《爱我中华》。 通讯员 杨贤兴 记者 唐柯 摄

益农镇从2001年开始种植再力花、黄菖蒲、千屈菜等水生植物,目前已有镇龙殿、星联、三围等7个
村种植百余种水生植物1210余亩，年销售3500万元。益农已成为杭州最大水生植物种植基地。

图为村民们把鸢尾草装车送外地。 通讯员 徐国民 摄

岳飞纪念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资料

萧山海事抽样检测船舶燃油含硫量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金雪飞

本报讯 昨日，一群金石文化爱好者
集聚新街三小，参加“遇会且聚”——金
石文化暨且社社员作品展开幕式。新
街三小虽然是所农村小学，但该校的

“金石学社”是浙江省中小学创新实验
室，更是新街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

“试验场”。
所谓“金石传拓”的“金石”，泛指刻

有文字或者图像的古器物，如铜器或石
刻；“传拓”，则是将古器物上的文字、图
像用墨保留在纸上以保存信息的意思。

“金石传拓”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它很
好地把历史文化与普通美学默契地融合
起来，这中间包涵着国学、史学、考古学
等知识积淀。

新街三小美术教师鲍强是且社社
长，在他看来，在农村小学成立“金石学

社”，目的是让学生了解“金石传拓”这一
传统文化。“现在，孩子们接触到传统文
化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觉得古代器
物色泽单一，没有什么可看性；其实，金石
学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
书学等各个方面，对于增长学生的课外知
识有非常大的帮助。”鲍强说。

现在，学校有20多名学生自愿加
入鲍强组织的“金石学社”，社团活动安
排在每天下午的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学
习“金石传拓”技艺。“我从小喜欢画画，
加入‘金石学社’后，看着古代器物或砖
石上的文字被传拓下来，还挺有意义
的。”加入学社一年多的四年级学生张
志武，还有了属于自己的作品集。

这几年，“金石学社”吸引了哈佛大
学、波士顿大学等国际顶尖学府的专家
学者，以及国内多位知名书画家、收藏家
登门造访。孩子们传拓的不少珍贵作

品，还被国家级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等学
府收藏。

在不少专家看来，让农村孩子不出
校门就能大开眼界，接触名家，欣赏到名
家大作，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件
教育的好事。

新街是“花木之乡”，自然少不了花
木文化的提炼与传播。在新街一小，就
有一个花木博物馆。虽然地方不大，但
馆内各种花木标本、绘画衍纸作品、花木
特色艺术应有尽有，而且通过VR设备，
还能身临其境感受花木世界，让体验者
耳目一新。除了花木博物馆，学校还开
设了花木体验课程，成为名副其实的“花
木学校”。

“传承传统文化从孩子们抓起，现在
新街的学校基本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传
统文化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
习、传承与思考。”街道分管负责人说。

■记者 金建武 通讯员 来激扬

本报讯 22日，萧山地方海事执法
人员在新坝船闸，随机选取并采集了
船闸内引航道上两艘待过闸船舶的船
用燃油，交于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燃
油含硫量检测。

执法人员在船员的配合下，对船
用燃油进行取样、密封。同一条船会
抽取三罐样品，并贴上专用封条。三
罐样品中一罐由船员自行保管，一罐
海事部门留存，另外一罐移送第三方
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整个取样流
程非常严格，执法人员对取样位置进
行拍照，并用执法记录仪记录整个取
样过程，确保燃油检测证据链的完整
性。

取样后，第三方检测公司会对抽
取的样品采用紫外荧光法进行含硫量
检测分析。按照柴油国V标准，油品

内硫含量为10mg/kg确定是否超标。
抽检期间，执法人员对船舶油类

记录簿、燃油供应单证、燃油存放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告知船员，使
用硫含量超标的燃油有很大危害，废
气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会造成严重
威胁，也会给船舶柴油机造成严重危
害，长此以往，甚至会危及船舶航行
安全。因此，一定要到正规加油站加
油。

据了解，从4月份检测结果看，被
抽检的三艘船舶中有一艘船舶的燃油
硫含量超标，另外两艘船舶均符合国
家标准。下一步，萧山地方海事将持
续开展船舶燃油含硫量抽样检测，同
时也会跟踪取样检测结果，对不符合
标准的船舶做好后续教育及行政处罚
工作，使船舶燃油的监督形成一个完
整闭环，切实减少船舶废气排放，促进
辖区水运行业绿色发展。

■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韩巍

本报讯 为深挖红色资源、赓续红色
血脉，我区自4月下旬起开展红色资源
普查工作，目前普查工作全部完成，共排
查梳理红色资源32处。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区现存的32
处红色资源，以事件发生地、人物纪念
地、信息展示物、纪念类设施为主，其中
包括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在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
中，不少镇街依托当地红色资源，积极
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2016年重新
对外开放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就是
在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老馆和红色衙

前展览馆两馆合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衙前镇对衙前农民运动进行再梳
理，从背景、运动始末、后续发展等多个
角度展示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场景，让更
多居民对这一红色历史有更多了解。此
外，义桥镇依托何家桥萧山团代会旧址，
打造义桥革命历史纪念馆，全面展示共
产党人在义桥的系列活动；楼塔镇通过
修缮整理，设立楼曼文烈士纪念馆。

“目前，像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衙
前农民协会旧址（东岳庙）、衙前农村小
学校旧址、李成虎烈士墓等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已
开发较为成熟、集聚规模初显。”区委
史志编研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利用
级别，我区共有5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3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处
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处党史教育
基地。

我区在红色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设
施设备日显陈旧，文物受损严重，李成虎
烈士旧居等部分红色资源上一次维修距
今已有近20个年头，需作进一步维修保
养；在布展资料的挖掘上，有待进一步深
化等。

“在此次排查中，通过对红色资源的
现状了解，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利用建议，
将在下一步保护利用中，配合保护单位
做好布展资料的挖掘等相关工作。”区
委史志编研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章爱青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举行萧
山籍少将夏平个人档案捐赠仪式。

据悉，萧山籍少将夏平，时任海军第
19批护航编队临时党委书记、政治委
员，曾在2015年3月也门撤侨行动中亲

自带队指挥，从3月29日到4月7日，编
队各舰连续作战，先后辗转3国4港 1
岛，安全高效撤离621名中国公民和来
自15个国家的276名外国公民，赢得世
界高度赞誉。也门撤侨事件也是中国第
一次使用武装军舰从外国撤侨，更是开
创了解放军特战部队携带武器登陆别国

武装撤侨的先河，2018年电影《红海行
动》以此次行动为背景改编。

“这次共征集到夏平将军捐赠的6件
个人档案，进一步丰富了区档案馆名人档
案馆藏资源。”区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努力，争取把更多与萧山有关、作
出杰出贡献的名人档案征集进馆。

水生植物种植基地

我区排查梳理红色资源32处

萧山籍少将夏平向区档案馆捐赠个人档案

排练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黄坚毅

本报讯 记者从义桥镇获悉，今年该
镇有15家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预
计提前一年完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三年
倍增计划。

义桥镇积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利用高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培
育集聚新型产业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纵深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前谋划实现企业申报小高潮

在实施培增计划前，2017年义桥镇已
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为实现高新

技术企业加速发展，该镇工作人员积极走
访20多家企业，全力协助企业做好申报前
期准备。“比如，在申报高新企业时，专利
是硬性指标，但专利申请的周期较长，发
明更是要8—12个月，必须打好提前量。”
义桥镇招商办主任何妙贤说。

去年，义桥镇新增5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新增20家省科技型企业。在此基
础上，全镇目前已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家、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20家，杭
州市高新技术企业32家，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除此之外，区域创新体系
建设取得新进展。不少企业积极谋求与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战略合作，目前全

镇已有省级研发中心5家，市级研发中心
6家。

“今年，我镇将迎来一个企业申报的
小高潮。”义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有15家企业新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
中包括杭州凯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炜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永谐科技有限
公司这三家数字经济企业，都是2017年才
入驻义桥科创园的。

记者了解到，“中国床垫布之乡”“中
国五金（配件）之乡”这两个“金名片”，对
促进义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起到了积极
影响。2016年，义桥科创园入选为“杭州
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今年正积极申报“浙

江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四个一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作用，是义桥镇推
进经济稳健增长的有力抓手。与此同时，
义桥镇积极实施“四个一批”行动，纵深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访调研一批。开展“店小二”式服
务行动，灵活利用值班日夜晚，走访调研
镇域内规上规下企业，深入了解企业存在
的困难，帮助企业解决问题46个，大力营
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清理腾退一批。在去年成功整治集
镇建成区、民丰工业园区“散乱污”企业

的基础上，不断延伸触角，今年开展对许
贤工业园区的提升改造行动，全面改善
园区整体环境面貌，不断提高园区亩产
效益。

规范优化一批。积极盘活存量厂
房，对亩产效益低下的企业进行统一收
储，并按照现代化厂房要求进行标准化
改造。

引进培育一批。依托现有的科创园
平台，招引从事电子元器件、新风系统生
产等高精尖企业17家，探索与浙江大学
等高等院校建立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关
系，努力培育数字经济成为义桥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极。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田何兴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文化展陈，展
示欢潭形象，打造特色欢潭、人文欢潭，打
响欢潭与岳飞的品牌，日前，进化镇决定
开展欢潭岳飞纪念馆相关资料征集活
动。征集时间至2019年6月28日止。

征集内容包括在欢潭、在进化、在
萧山与岳飞相关的传说故事，地名来
历、人物传闻、历史轶事、诗词文章等文
献资料；反映岳飞精神，精忠报国、忠孝
文化的故事、传说、史料，楹联、书画作
品等；在欢潭、在进化、在萧山反映南宋
文化的传说、故事、史料，充满南宋气息
的地名和人物等。要求故事介绍完整，
情节生动，思想向上，文字简练，引人入
胜，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请注明原
创作者姓名。史料搜集请注明出处，已

在媒体发表过请注明。
投稿方式一律以电子文稿投稿，联

系人：汤单佳，联系电话：82454015。
投稿邮箱：1073433626@qq.com，投稿
时请注明作者本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
式。

据了解，岳飞纪念馆建设是欢潭美
丽乡村建设文化展陈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欢潭岳园建设之“魂”。收集相关资
料，丰富纪念馆展陈内容，有利于欢潭
弘扬岳飞精神，展示岳飞文化和南宋文
化，串联“忠、义、和、本、清”五字，体现

“精忠报国、五义之村、敦亲睦族、君子
务本、廉洁自律”的欢潭五大核心价值
观，把欢潭岳园、岳飞纪念馆建设成为
富有南宋文化、特色鲜明、全国独一无
二的纪念岳飞、宣传岳飞的乡村公园和
乡村岳飞纪念馆。

6月1日起，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
申领，开始全国“一证通考”。这是记者
23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的。

新政实施后，小型汽车驾驶证所有
业务实现全国“一证通办”，内地居民持居
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市既可
以新申请考领驾驶证，也可以补领、换领、
审验驾驶证，无需返回户籍地，无需提交
居住、暂住等各类证明。

据估算，这项新政每年将惠及新考
领驾驶证1200多万人，补换领和审验
驾驶证370多万人次，仅交通费一项就
可为群众节省200多亿元。

近年来，公安部不断放宽驾驶证

异地申领条件。2018年6月，开始推行
小型汽车驾驶证省内异地通考。目前，已
有54万人省内异地考领驾驶证。

此次，公安部进一步放宽小型汽车
驾驶证异地申领条件，推行全国“一证
通考”。申请人可以持本人居民身份证
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市直接申领小型
汽车驾驶证（C类），不再需要提交居住
证或居住登记凭证，进一步便利群众就
近、自主考试领证。

据悉，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可以在内地任一地市直接申
请考领、补领、换领和审验驾驶证，无
需提交其他凭证。 据新华社

6月1日起 小汽车驾照全国“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