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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萧山

“一轴一带一心”衙前唱响“红色旅游”协奏曲

百村行2019 93

蜀山部署廉政风险排查防控工作

党湾人大代表评议区域发展工作

义桥举办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水乡景美

浦一村衣旧换新超市 线上线下都可“逛”

宁围做好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保障工作

红山农场72人献血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萧山乡村美景越来越多了。图为航拍临浦镇的乡村景观，颇具江南水乡的味道。 记者 丁力 摄

居民展风采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吴洁

日前，浦阳镇浦一村刚开业的一家超
市挤满了人，生意火爆。和传统意义上的
超市不一样的是，来这里的村民都自带着
包裹，换走一张张积分卡片，超市则是用
这些虚拟积分进行交易。这个超市就是
衣旧换新兑换超市。

“把家里不用的废旧物品拿来，兑换
成积分就能买不少东西了。”拎着一瓶洗
发水和一瓶洗洁精，蒋阿姨笑嘻嘻地走出
超市，向记者展示着刚兑换成功的商品。

原来，村民们拿来大包小包里装的都
是废旧物品，正在超市外排队称重后兑换

积分，一公斤废旧物品可以兑换80分。开
业当天两个小时，衣旧换新超市就收到
1322.55公斤的废旧物品。

在超市货架上，摆满了酱油、纸巾、
洗发水、洗衣粉等几十款生活用品，一包
纸巾200分，一袋洗衣粉200分，一瓶酱
油 700分，每款商品前都贴着对应的积
分数。

记者看到，前来衣旧换新超市的年
轻人寥寥无几,但参与换新活动的年轻
人不少。浦一村相关负责人说，现在年
轻人喜欢网购，为此，村里衣旧换新超
市和支付宝进行合作，在支付宝开通了

“易代扔”功能，村民可根据此功能进行

网上预约。手机下单预约后，会有专业
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废旧物品，并给予相
应积分，如果不需要兑换生活用品，这
些积分可以用来兑换蚂蚁能量，捐献给
慈善事业。

此外，浦一村还引导村民参与垃圾
分类，村民只要在垃圾分类承诺书上签
字后进行垃圾分类，还会获得相应积分，
以此带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覆盖。

■见习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包响亮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萧山港航管理
处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萧山港区货物
吞吐量590.45万吨，已超过2018年全年
总量，较上年同期增幅达52.19%。水路
运输的畅通和港口吞吐量的增长，为缓
解公路运输压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是杭甬运河全线贯通第四年，黄
金水道效应愈发显现。运河萧山段货物
吞吐量为382.06万吨，占萧山港区货物
吞吐量的64.71%，北塘河水域货物吞吐
量为26.53万吨；另外浦阳江、永兴河水域

作为萧山干线运输的主要航道，货物吞吐
量为181.86万吨，占萧山港区货物吞吐
量的30.8%。

近年来，萧山港区货物吞吐量呈持续
增长态势。从山东、江苏、上海、宁波等地
港口运来的煤炭、钢材及矿建材料均可
通过水路直达。今年前三季度辖区进港
量由上年的342.9万吨增至474.14万吨，
同比增长38.27%，占2019年度前三季度
货物吞吐量的80.3%。“随着辖区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地铁、亚运会保障项目、高
铁等重点工程建设加速，矿建材料需求
量大增。”据负责人介绍，其中黄砂、石料

等矿建材料进口量持续增长，总量已接
近2018年度全年矿建材料的进港量。

随着地铁、隧道、场馆的持续建设，每
天会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今年，随着萧
山区渣土码头布点工作的深入推进，辖区
内永兴河、北塘河、浙江泓纬有限公司3
个渣土中转点已顺利运行。前三季度，辖
区渣土出港总量60.62万吨，占出港总量
的 52.12%，如果换算成 30 吨的卡车运
输，则需要近2万辆车次才能完成。从而
有效地缓解了公路运输压力，减轻了交通
拥堵和对交通道路的破坏，保护了城市环
境，保障了重点工程建设。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华兴桥

本报讯 衙前镇凤凰村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的发祥地，红
色沃土上的红色激情代代相传。如今，这
里正在打造“红色风情小镇”，通过系列项
目的实施，展示一个以鲜明的红色文化为
主题，有产业支撑、文化内涵、旅游品位、乡
土风味、地域特色的风情小镇。

初秋的凤凰山美不胜收，翠绿的山林
中透出点点黄色和红色，季节的美在这里
展现无遗。如今在原先的山路上已经有了
一条红色骑行道，蜿蜒而上，让人登山又多

了一种选择。“这样的天气爬爬山最好不过
了，现在新建了游步道和骑行道，去山上看
风景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住在凤凰山脚下
的老吴，看着凤凰山上的项目一个个建成
使用，很是高兴。

据了解，凤凰村的“红色风情小镇”有
10个项目组成，包括红色综合楼及广场工
程、红色骑行道工程、登山道工程、景观平
台工程、东岳庙及广场基础设施工程、农业
观光园工程等。目前，各项工程进展顺利，
预计到11月可竣工完成。

“红色风情小镇”关键在“红色”，除了
原有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李成虎故居、
衙前农村小学校旧址等一批历史文化资
源，凤凰村还继续挖掘“红色文化”，不仅编
撰了村志，还建起了村史馆，让更多人可以
在这里寻找历史的足迹。

依托村庄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

凤凰村欲围绕“红色、独特、人文”为主题，
将其打造成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
色文化旅游目的地、美丽乡村升级示范村、
衙前休闲旅游后花园等。在产业上，以环
境提升为前提，引入低碳绿色产业，融合小
镇旅游发展，打造产城融合的特色风情小
镇，同时通过“红色+旅游”“红色+农业”

“红色+文创”等方式，提升传统产业，发展
新型产业。

在此基础上，衙前将以凤凰村为中心，
不断向外辐射，形成“一轴一带一心”的空
间结构。“一轴”，即沿着衙坎路形成的红色
风貌展示轴；“一带”，即沿萧绍运河结合沿
线的文保点所形成的红色记忆风情带；“一
心”，则是围绕红色衙前展览馆所形成的红
色文化核心，通过丰富和细化红色旅游产
业链，打造一个宣扬展示红色文化的基地
和窗口，唱响衙前“红色旅游”协奏曲。

前三季度 萧山港区货物吞吐量增幅超五成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王啸虎

本报讯 日前，党湾镇人大主席团
组织区、镇人大代表对该镇区域发展
工作进行评议。

代表们听取了党湾镇区域发展工
作报告，6个代表小组分别作评议发言
并提出意见建议，评议结果为满意。

2016年换届以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宏观环境和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
党湾镇坚持在克难攻坚中抢抓数字经
济发展机遇，在创新思路中破解传统
产业转型发展难题，保持了工业经济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年1—7月，
全镇实现财政总收入4.22亿元，同比
增长19.40%；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17
亿元，同比增长4.06%。

换届以来，党湾以推动传统产业
提档升级为重点，全力打好转型升级
组合拳。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丰硕成
果，近三年来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7家。一批数字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数字经济企业队伍不断壮大。淘汰落
后产能，去年“低小散”行业整治中，分
批整治了130余家“四无”企业，不仅消
除了一大批安全隐患，更为经济转型
发展腾挪了大量空间。深入实施项目
带动战略，以大项目带动大投入，以大
投入促进大发展。围绕建筑小镇创建
目标，以中量建工公司组建为契机，引
进一批新型建筑产业项目，加快了建
筑业总部经济发展和绿建产业园建
设，切实把特色产业打造成为推动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王佳

本报讯 昨日是宁围街道70岁以
上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第一天。
宁税社区作为宁围街道第一个接种社
区，当天共有208名老人接种流感疫
苗。

为了确保接种流感疫苗工作顺利
进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近
30名医护人员，出动志愿者10余人。
除了有家属陪同老人前往现场外，大
部分老人由宁税社区安排统一乘车来

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
老人们在一楼接受预检，无误后由志
愿者引导进入二楼取号、登记、接种，
并在休息区留观30分钟，确定一切正
常后在家属陪同下或乘坐社区大巴离
开。“打针一点也不痛，我现在感觉很
好，政府真的很关心我们老年人啊！”
第一位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70岁老人
戚和美说。

接下来，街道23个村(社区)的老人
将陆续开展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预计
在11月20日完成此项工作。

■通讯员 黄坚毅 葛城城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 12日，义桥镇举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
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对照“党建双强”的要求，义桥还
存在党组织战斗力组织力不够、干部
队伍建设不够有力、党建基础工作不
扎实等问题。为此，义桥把主题教育
作为提升组织力的重要抓手，聚焦主

题主线，中心工作与义桥当前的主要
工作相结合，确保党员一个不少地受
教育。党课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在理
论学习上“走心”；开展检视整改，在问
题解决上“走深”；保持初心情怀，在服
务群众上“走实”。

党课围绕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15项基本工作内容和要求进行
培训，并集中收看了教育片《第一书
记》。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旭

本报讯 日前，红山农场组织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来自场部机关、各社区、
企业、直属单位干部职工积极献血。

活动现场，献血者在工作人员指
导下，有序完成了登记填表、测血压、
血型、采血等工作。据统计，本次无偿
献血活动共有百余人参与，最后成功
献血72人，献血量为20800毫升。

钱江社区开展秋季消防演练

■通讯员 沈伟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 近日，钱江社区联合卓越
物业公司，在新村一区老小区开展了
秋季消防安全演练活动。社区、居民
代表及物业等50余人参与。

演习开始前，物业经理讲解了突
发火灾的处理办法、干粉灭火器的操
作步骤及方法,并对灭火器进行了实

操演练。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激烈，
又有条不紊，让居民掌握了逃生、自
救、互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
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整个演练活动
达到了预期效果。

此外，钱江社区还通过悬挂横幅、
分发防灾宣传册、电子屏幕播放警示
片、大喇叭循环播放等方式，扩大消防
宣传面，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沈海英

本报讯 昨日，蜀山召开廉政风险
排查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会，进一步压
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面
推进清廉蜀山建设。

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蜀山将
更加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强化公职人
员廉政意识；街道上下提高站位，积极
践行初心和使命，加强规范权力运用，

凝聚行动共识；结合实际，找准问题抓
要点，精准防控抓重点，精准运用抓落
脚点，抓出防控实效；落细责任，分好
责任田，有效建立责任链和任务表，形
成长效机制。

“通过排查岗位廉政风险点，围绕
街道工作目标，以岗位风险防控为基
础，着力构建权责清晰、风险明确、措
施有力、预警及时的风险防控机制。”
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表示。

昨日，城厢街道东阳桥社区开展文艺汇演活动，节目由社
区居民自编自演，展现了社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记者 傅展学 通讯员 蔚鲁燕 摄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胡丹凤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区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我区在国庆长假期间开展的流通领
域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结果公布：抽检各类
食品、食用农产品110批次，合格109批
次，合格率99%。

本次抽检重点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农批市场。其中，商场超市抽检56批次，包

括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萧山南秀路
连锁店、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分公司、浙江汇德隆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瓜沥超市等14家超市；农贸市场抽检46
批次，包括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瓜沥农
贸市场、临浦综合农贸市场、湘湖农贸市场
等12家农贸市场；农批市场抽检5批次，均
从新农都水产批发市场抽取。

本次共抽检食用农产品79批次，包括

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蔬菜、鲜蛋等5
个品种，抽检食品31批次。

下一步，区市监局将严格落实不合
格产品的核查处置工作，控制和消除食
品安全风险，依法查处销售不合格产品
违法行为，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标称本
地生产企业），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督促企业查清原因、落实整改，并依
法予以查处。

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结果出炉 合格率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