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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获评市“四好农村路”示范镇街称号

入选项目计划资助50万元

党湾举行“最佳乡村代言人”“最佳民情联络员”擂台比武

美丽萧山

瓜沥专项整治“两非”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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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村社清廉村社

萧山杨梅大比拼 3家单位斩获金奖

云飞村改建老年食堂 爱心企业捐资

新街街道陈家园村在创建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村的基础上，持续优化美丽乡村、美丽河道、美丽
田园等美丽细胞建设。图为新建河陈家园村河段，保洁人员正在巡河，确保河道清澈亮丽。

记者 唐柯 通讯员应长根 摄
美丽河道

八里桥村：“沥家园”治村 村民齐参与

■通讯员 邵福勤 记者 周婷

本报讯 近日，瓜沥镇组织镇城
管、交警一行60余人组成联合整治组，
对辖区内前期摸排及群众反响较为强
烈的9个非法营运和上路的“两非”车
辆集中点位进行突击整治。

瓜沥镇东灵路航坞路口、镇公交
总站和七彩小镇，此三处区域周边因

汇集了商业街、农贸市场、区第二人民
医院等，人流较为集中，长期有非法营
运的“小红车”存在，并与管理部门“躲
猫猫”，影响了非机动车道的通行安
全。当晚的专项整治行动共查扣“两
非”车辆11辆。

今年以来，瓜沥镇已联合开展“两
非”车辆专项整治行动8次，共计出动
执法人员780人次，查扣四小车52辆。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田何兴

本报讯 连日来，进化镇云飞村老
年食堂改建施工正在加紧进行中，确
保7月正式营业。

云飞村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共有
85岁以上老年人50余人，其中慈姑裘
自然村12人，山头埠自然村39人。村
班子成员经过前期走访，决定将山头
埠自然村老年活动室改建成老年食
堂。但由于村里资金短缺，老年食堂
改建施工装修受到影响。浙江强森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葛煌钢得知这
一消息后，立即联系村书记葛铁忠：

“我是云飞村人，企业也在进化。村里
办老年食堂是一件好事，我们公司愿
意出资支持老年食堂施工装修。”

在葛煌钢的资助下，村老年食堂
改建施工顺利推进，原先四面水泥墙
的老旧房屋焕然一新，铺上了瓷砖，屋
内做了橱柜。“现在老年食堂基本建
成，老年食堂招募志愿者已有20位村
民自愿报名，我们将努力办好老年食
堂，服务好村里老年人。”葛铁忠说。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王啸虎

本报讯 近日，党湾镇举行“擂台
比武·实战选马”专场比学活动，经过紧
张角逐，来自该镇幸福村的范莹霞、新
前村的金丹获得“最佳乡村代言人”称
号，来自梅东村的朱海霞、先锋村的陈
晓萍等获得“最佳民情联络员”称号。

党湾镇“擂台比武·实战选马”专
场比学活动分为“乡村代言人”“民情
地图”两个比武环节。在“民情地图”
比武环节，参赛选手根据随机抽中的
村（社区）及人物图片，正确答出村社

情况以及人物的姓名、身份等特征，角
逐“最佳民情联络员”。在“乡村代言
人”比武环节，选手们则以“我为家乡
代言”为主题，通过演讲展现家乡的历
史文化、发展变化、美好未来，表达为
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决心。

党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举行此
次比学活动，是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临近的背景下开展的，主要目的是拓
宽选人用人视野，全方位考量村级储
备人才在引领发展、服务群众、大胆创
新等方面的能力，从而确保村级各项
事业发展得到接续传承。”■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王军良

本报讯“有需要就找我！我们是紫
东村1920服务队……”近日，河上镇首届
公益创投大赛评审会举行，计划资助资金
50万元，这是全区首个镇街级公益创投大
赛。

本次公益创投大赛共有16个村社的
21个项目参与，内容涵盖乡村文化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乡村资源开发利用、乡村
环境改善、乡村人才和组织培育等六大方
面。

下门村下墙门公益互助中心带来了
美丽庭院建设项目，大桥村济远公益服务
中心的路演主题是助老扶残……活动当

天，来自各村社的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
分别登台进行项目路演。评审专家对路
演项目进行评审，按照项目的公益性、需
求的广泛性、项目设计、团队能力、社会效
益五大内容进行打分，并提出建设性的优
化建议。入选项目将得到一定的资金支
持，以纯公益的形式为村社居民提供常态
化、专业化的公益服务。

“本次公益创投大赛是河上镇进一
步深入推进‘五和众联’模式、助推乡村
治理的重要载体。”河上镇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能为各村社
的社会组织提供项目资助，着力提高河
上镇社会组织公益项目运作能力，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从而助力乡村治理，实现

乡村振兴。”
河上作为全区首个实现社会组织村

村覆盖的镇街，目前备案注册的社会组织
共有57个。河上镇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借助公益创投的形式，通过第三方
专业机构对这些社会组织进行组织优化、
人员培训、品牌打造，进一步提升这些公
益组织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据了解，在此次大赛中成功入选的社
会组织，将接受第三方机构为期一年的督
导和评估。各村社的社会组织将根据专
家的指导建议，对各项目进行优化、改善，
确保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和延续性，并通过
项目化运作进一步提高村级社会组织专
业化能力、深化参与乡村治理。

■文/摄 实习生 魏乐钇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杨颖艺

本报讯 萧山杨梅哪家强，摆下“擂
台”比一比。昨日，我区举行2020年精品
杨梅评比活动，16家单位带来“早色”“迟
色”“东魁”等五个品种的杨梅，展开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杨梅“擂台赛”。

杨梅“擂台赛”一开始，就来了个萧山
杨梅佳丽“集体亮相”。瞧，一盘盘杨梅或
红或紫，一字排开，甚为“壮观”，让人垂涎
欲滴。这些杨梅全部来自符合本次评选
申报条件的萧山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为了保证比赛的
权威性和公正性，本次杨梅评比大赛邀请
省市区专家联合评审。

评比现场，专家们一边用仪器测糖
度，一边用专业眼光进行外观评判，按照
果色、果重双重标准，运用观察、对比品

尝等方法进行评判打分。“今年天气适
宜，是杨梅的丰年，参评杨梅的含糖量普
遍较高，吃起来甘甜爽口。”萧山区水果
首席专家王世福一边手持糖量计，仔细
检测杨梅的可溶性固体含量，一边认真

记录数据。
根据外观、风味、含糖量等综合评定，

最终，来自所前镇杜家村贾配桃的早色杨
梅、杭州明强杨梅专业合作社的迟色杨
梅、杭州金地生态农业观赏园有限公司的
东魁杨梅获得评审的青睐，斩获了本次评
比的金奖。

萧山栽培杨梅已有近千年历史，杨梅
历来是萧山名特优果品，也是我区农业的
一大亮点。截至目前，我区杨梅的栽培面
积约15000亩，常年总产量1500吨左右，
主要栽培品种有“早色”“迟色”“庾青”，近
几年引进的“东魁”、丁岙杨梅等也已化身

“致富果”被广为种植。
“萧山的气候条件对‘迟色’杨梅的

生长很有利，这个品种不挑土地，适应性
极强，是一种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
经济果实。随着我区农民发展特色农业
的激情不断高涨，杨梅可以说是我区南
片镇街的特色产业之一。”王世福说。通
过此次精品杨梅评选活动，鼓励果农树
立规范科学种植意识，积极发展因地制
宜农业，为萧山杨梅创品牌提供了模范
依据，进一步提升了萧山杨梅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王政 沈方华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交通运输
局了解到，靖江街道获评2019年杭州
市“四好农村路”示范镇街称号。“四好
农村路”，成为靖江街道创建美丽乡
村，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靖江街道所辖13个行政村，管养
农村公路 85.2 公里，其中村级公路
65.8公里。去年，靖江街道重点围绕
集镇道路、重要村干道的全面整治，对
花神庙、甘露、东桥、光明等11个村社

的33条道路，按照“四好农村路”建设
标准进行改造提升，高标准完成了42
公里“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并打造
了申达路和孝女路两条示范路。

今年，靖江街道还将对全镇14条
村道、16公里路面进行“四好农村路”
改造提升，并结合各村文化景观，因地
制宜打造特色景观道路。并坚持高标
准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标准养护的原
则，着力把每一条“四好农村路”真正
打造成老百姓心中的放心路、美丽路、
致富路。

■首席记者洪凯
通讯员王静怡王新江

本报讯 正值炎热夏季，为保障广
大群众餐桌上的安全，近段时间以来，
楼塔镇结合“国卫”创建，镇综合信息
指挥室联合区域发展办公室、公共服
务办公室、城管中队、戴村市场监管所
等部门，对纱艺园区、古镇区块等重点
区域的餐饮行业进行安全检查，开展
了夏季餐饮行业整治行动。

检查组围绕餐饮商户的营业执
照、厨师健康证、厨房卫生、就餐环境、
公筷公勺使用、餐具是否消毒、垃圾分

类、食品保质期等情况，仔细检查，并
对餐饮经营注意事项进行现场讲解说
明。经检查，发现部分商户存在证照
不齐、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灭蝇设施
不足、消毒设备未及时开启、公筷公勺
推广不到位、垃圾分类桶未配备、垃圾
分类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检查组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取证，戴村市场
监管所对存在问题的商户现场下发整
改抄告单，责令其严格按照整改标准
和要求限时完成整改。

镇相关部门还强化跟进整改工
作，协调并督促下沉职能部门反馈整
改情况，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实习生 魏乐钇

“手机捧在手，早早地做准备，终于抢
到单子啦！”家住瓜沥镇八里桥村的王大
妈，现在每天最关心的事就是村里时下
流行的“抢任务”，定好闹钟确保第一时
间开抢。

村民为什么要“抢任务”呢？原来，
八里桥村为实现村民共建、共治、共享，
依托“互联网+”创新模式，推出一个全
新的村务共享平台，即“沥家园”小程
序。村民们实名注册成为“沥家园”成员
后，就可以通过信息“一键达”、任务“一
键抢”、办事“一键通”等功能，实现网上
掌握村情、参与活动、办理事情。而所谓
的“抢任务”，则是注册村民通过小程序

中的“一键抢”争取各项公益活动任务，
完成任务后可获得一定的爱心公益积
分，凭积分即可到村内的“沥mall”商品
兑换点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信息“一键达”是小程序中的“访问热
点”。有关村级三务公开等情况，可以通
过点击信息“一键达”，进入“清廉村社”页
面，人人化身“云监督员”实时掌握村里的
廉情动态，第一时间了解村级“三小公
开”、重大事项公开、财务收支情况等；而
通过“意见反馈”栏，则可实时传达意见建
议，开展村务监督。“我们将村务工作由线
下搬到线上，大力推进‘线上平台+线下
网格’互动融合，使组织更加清廉、村务更
加清爽、干部更加清正、民风更加清朗。”
八里桥村书记胡其军表示。

“沥家园”小程序自今年3月正式启
动以来，截至目前，参与人员达1300余
人。通过数字驾驶舱，基层管理者做任
务下达处理，第一时间解决处理平台上
出现的问题，大至集体经济分配问题，小
至生活突发状况，数字管理“高大上”也
能“接地气”。

“沥家园”小程序，不仅受到群众欢
迎，而且成为构建干群和谐关系的“金钥
匙”，在无形之间对优化基层治理、促进清
廉村社建设起到了助推作用。

全区首个镇街级公益创投大赛评审会在河上举行

楼塔开展夏季餐饮行业整治行动

蜀山商事登记“就近办” 群众办事很方便

■实习生 钱子俊 张丹
通讯员 沈幸飞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就近办”
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
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不添
堵”，自4月13日起，蜀山街道公共服
务大厅开设“商事登记”窗口，办理个
体工商户登记等相关事项，进一步提
升了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目前，个体工商户下沉、延伸到蜀
山街道“就近办”事项共有13项，包括
个体工商户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登记涉及的食品经营许可
新办、变更、延续、注销与补证；个体工
商户涉及的食品生产许可首次申请、
延续换证、变更、补证；个体工商户食
品“三小行业”(小餐饮、小作坊、小食杂

店)设立登记标准化承诺备案。为了方
便办事群众，蜀山街道公共服务中心
为办事群众“一窗通办”，实行窗口间
内部流转，让群众少跑腿。比如，对新
下沉的工商登记事项中需要的“场所
证明”，实行容缺受理制，由“一窗受理
窗口”出具“场所证明”后直接交给工
商登记窗口人员，进行补充完成。如
果来办理“场所证明”的办事群众是办
理工商登记的，则由窗口人员直接转
工商登记窗口人员，减少群众跑腿，真
正实现“最多跑一次”。

街道公共服务中心还新增了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容缺受理，凡涉及本
街道办理的场地证明可以先容缺受
理，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截至6月
15日，已办理商事登记22个，咨询类
事项65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