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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十大最美乡村公园”展示③

针对近期市民关心的食盐安全问题，区盐务管理局开展了检查

富阳市场未发现“脚臭盐”
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盐

本报讯（记者 孙晓）近日，全国多地发现“脚
臭盐”，浙江也未能幸免。富阳情况怎么样？连日
来，区盐务管理局开展了检查。

希望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脚臭盐，又名臭脚盐、臭脚食盐，是一种不符

合国家标准的食用盐，加热或用手搓揉后，会散发
出浓烈的脚臭味。

从目前情况来看，省内食盐市场上查获了“河
南平顶山神鹰”“中盐皓龙”“中盐舞阳”“大连东
宇”等牌子的食盐存在异味。

据区盐务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食盐指
标分为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其中感官指标要求
食盐为白色、味咸、无异味、无明显与盐无关的外
来异物。“单从感官指标来看，这种有强烈气味的
食用盐就已经不符合标准了。”该工作人员说。

为排摸市场情况，区盐务管理局开展了“脚臭
盐”专项检查，并向经营者广泛宣传“脚臭盐”的危
害。“目前富阳暂未发现上述问题食盐，但发现几
款来源渠道不明的省外深井矿盐。”区盐务管理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广大消费者和餐饮企业

提高警惕，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盐”。

放开盐价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根据《盐业体制改革方案》，今年 1 月 1 日开

始，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
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
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

“以前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盐必须经由主管部
门检测，现在则是由企业自行检测，因而部分食盐

企业利用政策过渡期，以次充好。”业内人士说，现
在盐业仍由国家专营管理，具有食盐批发许可证
的企业必须合法合规跨区域经营。

“放开食盐价格，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区盐
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根据《浙江省盐业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我省正在加快健全食盐安全保障体
系，盐业主管部门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食盐
电子追溯体系，做到食盐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环节
都可以追溯。

新闻附件

“脚臭盐”成分有待权威部门检测

业内人士表示，盐有“海盐”“岩盐”之分。井
矿盐大多采取钻井水溶开采法的工艺，通过钻井
注水溶矿盐制取出卤水，在此过程中遇到岩石断
层中渗漏出的硫化氢气体溶入卤水后，如果处理
卤水工艺过程中操作不到位，极易将原生硫化氢
带进真空制盐过程。“硫化氢就是有腐蛋臭味的无
色气体，在食盐制成品中含有的‘脚臭味’，就来源

于它。”
硫化氢是具有刺激性和窒息性的无色气体，

低浓度接触仅有呼吸道及眼的局部刺激作用，高
浓度时全身作用较明显，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症
状和窒息症状。硫化氢具有“臭蛋样”气味，但极
高浓度很快会引起嗅觉疲劳而不觉其味。“脚臭
盐”中到底是什么，还有待权威部门的检测。

同心公益倡议

人人争当“民生改善”战斗员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 实习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沈晓

亮）5月13日，富阳区统一战线同心公益召开2017年度义
工大会暨“民生改善”战斗动员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陈平与会。

2015年初，区委统战部整合富阳各党派团体和民间
各大公益组织力量，组织成立富阳区同心公益服务中心。

会上，表彰了同心公益2016年度各类先进，发出人
人争当“民生改善”战斗员倡议，并邀请《凤凰周刊》编委、
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来富作公益讲座。

陈平说，同心公益要再接再厉，认清形势，服务大局，
固本强基，切实增强转型升级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精准推
进“民生改善”公益实践，多管齐下抓好自身建设，进一步
聚合力、促全局、展风采，履行好统战性社会服务主平台、
公益组织融杭转型引领者、社会组织党外人才培养池作
用，全力开创统战公益事业发展新局面。

区人大组织召开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学习讲座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根据区人大常委会2017年工

作计划，我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
检查已于4月初启动。为提高代表依法履职能力，增强
执法检查的针对性，5月12日，区人大组织召开《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专题讲座，邀请国家非遗评
审专家库专家、浙江省非遗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陈华文
为富阳非遗申请、保护等方面工作进行指导。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赵玉龙主持讲座。

陈华文用了两个多小时，结合国家、省非遗工作开展
的背景，解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概念、分类、保护
原则、非遗传承人保护、非遗保护中政府的作用等六方面
内容。讲座中，陈文华通过大量非遗申请、保护等方面的
案例，为富阳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层以
上干部、区人大教科文卫工委委员、区文广新局中层以上
干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分管
负责人、各乡镇（街道）人大（工委）主席（主任）和乡镇（街
道）分管文化工作班子成员，以及部分省、区人大代表共
计百余人聆听讲座。

目前，富阳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3项、
省级12项、市级20项、区级49项、镇级175项；拥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名、省级9名、市
级27名、区级67名。区人大教科文卫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非遗保护工作的专项执法活动，前期区人大在组
织相关人员外出考察的基础上，对富阳三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省市项目进行了全面考察。4月以来，区人大教科
文卫工委邀请富阳非遗传承保护者和保护专家、各乡镇
（街道）开展座谈，以增强全区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和
规范性。区人大常委会也将于近期开展非遗专题视察活
动。

区领导慰问一线护士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蒋军华）5月12日，副

区长孙洁在区卫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到
区第一人民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银湖街道受降社区卫
生中心看望慰问一线护士，并代表区委区政府为护士献
花，祝他们节日快乐。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孙洁一行仔细询问“白衣
天使”们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广大护士一直以来在护理战
线上的辛勤付出。

孙洁说，护士是一个美好而又崇高的职业，但由于岗
位的特殊性，付出往往比想像的要多得多。希望护士团
队牢记职业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在服
务上耐心周到，在本职岗位上展现良好精神风貌和道德
情操，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不断创造佳绩。相关部门和单
位要建立起关心关爱护士的长效机制。

当天上午，电大富阳学院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在区第
一人民医院为自己的带教老师献花，部分护士家属代表、
社区康复病人代表也为护士们送上了献花。

杭州市科技型初创企业
培育工程企业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 孙晓 通讯员 刘宇涛）2017年杭州市科
技型初创企业培育工程企业开始申报，分“雏鹰计划”和

“青蓝计划”两类，初创企业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申报。
申报“雏鹰计划”条件：符合杭州市产业发展导向要

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在技术及商业模式创
新上有明显特色；具备一定的技术与市场成熟度，生产及
市场营销计划切实可行；市场开发潜力大，成长性好。注
册成立时间3年以内（2014年1月1日后），注册资金的实
收货币资本不高于1000万元（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
源等特殊产业可放宽至2000万元），且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20%。建有研发部门，拥有一支稳定的研发团队，研发经
费单独建账，研发投入占当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5%以
上；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5%以
上。申报时企业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

申报“青蓝计划”条件：由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带
领团队创办，符合杭州市产业发展导向要求；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在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上有明显特
色；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注册成
立时间3年以内（2014年1月1日后），注册资金的实收货
币资本不高于1000万元（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等
特殊产业可放宽至 2000 万元），且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20%。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以货币、无形资产等形式
投资参股，股权比例不低于20%，且企业使用的技术成果
系自主研发，无知识产权纠纷。申报时企业年销售额在
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

此次申报采取网上和书面资料报送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申报可登录杭州科技政务网（http://www.hzst.gov.
cn）的“杭州市财政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首次申报单
位需先注册、由富阳区科技局审核通过后才能申报），进
入“项目申报起草”板块进行项目申报起草。企业网上申
报与书面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6月12日。具体事项可咨
询区科技局蒋华君，联系电话：63163083。

记者 蒋立红摄影 朱啸尘 通讯员吴金萍

竹韵永昌，笋香江南。如果你途经杭州十大
最美竹乡永昌镇，势必会被206省道沿线的一处
竹主题公园所吸引。在这里，红花翠竹相互映衬，
青石板缝中随意萌生的绿草彰显着蓬勃的生机。
其间，一座全部用竹子打造的“竹韵永昌”景观构
筑物，与前后小小的水池搭配，别有一番水竹交融
的独特韵味。

这里是永昌镇精心打造、让村民颇为自豪的
竹韵园。整个竹韵园沿206省道而建，从永昌村
村委大楼前的广场开始，绵延数百米，一直到鲍家
自然村附近，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为了突出
和丰富“竹”的内涵，永昌镇邀请专家助力，引进适
宜栽种的30多个竹品种，并设置科普知识牌。“以
前这里是个脏乱差的地方，去年我们下决心要把
这个区块整治好，整出特色，最终建成了竹韵园。”
永昌镇镇长蒋建军介绍，公园入口处毗邻工业园，
旧房聚集，镇里通过拆改并举的方式，优化了道
路，也让空地变成了美景。

“永昌人也算精通竹子了，但竹韵园里的很多
品种听都没听过。”村民黄林度说，竹韵园每处竹
丛前都设有品种、分布地、特色等介绍牌子，村里
老人孩子都喜欢挨个了解。市民陈女士每周都会
带女儿回永昌。她说，孩子回家最喜欢在竹韵园
里看竹记品种，“这就是一个竹子科普基地，我们
还会比谁认得多，孩子能玩又能学，真的很有意
思”。

公园入口处的布局呈竹扇形状，前端5个小
花坛，中间为全竹构筑物，背后则是发散排列的花
坛。每个花坛里都种着不同种类的竹子，与红火
球紫薇搭配。“前端竹种比较矮小，中间品种中等
高度，外围种上高大竹种，整个公园的竹子排布就
像是一面打开的扇子，竹景的层次感比较强。”蒋
建军介绍，公园内种植的90%以上“娘竹”都已经
成活，等到新笋成竹后，整个公园将展现出万竹翠
绿的美景，村民们也能更好地享受竹林晚风的惬
意生活。

家住永昌村鲍家自然村的80岁村民鲍秋荣
有感于竹景之美，作诗一首：“云山翠竹伴青松，
鹤舞烟雨中。永昌溪流清泉水，鱼虾碧波中。”
竹韵园离鲍秋荣家只有百米，每天清晨，他都会
到公园里走一走，和村里的老人们坐在竹园的
花坛边，聊一聊家长里短。每天晚饭后，鲍秋荣
以竹韵园为起点，途径云山脚下，沿着溪堤路一
直走到永昌村村委大楼，再循着数百米的竹林
一路回到竹韵园入口处。“千年永昌、美丽竹乡，
有此公园才能彰显特色。”说起竹韵园，鲍秋荣
满脸自豪。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
竹令人俗。”倘若爱竹如命的苏东坡在世，不知会
不会羡慕当下鲍秋荣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摄影 朱啸尘 通讯
员 王国成）5 月 12 日是全国第 9 个防灾减灾
日。当天上午10时至10时44分，富阳在富春
七小举行防空防灾人员防护与应急疏散演练。

10点整，预先警报鸣放。各班学生按照平
时出操队形排成两列，拿上毛巾捂紧嘴巴，分
别从前后门快速撤离。

随后，空袭警报鸣放，各班学生在人防工
程进行掩蔽。老师确认学生是否全部撤离到
安全地点后，向现场副指挥长报告，副指挥长
汇总相关情况后向指挥长报告。

10点20分，警报解除，学生们按照预定路
线有序撤回。

除此次演练外，区人防办本月还以“关注
人防、居安思危”为主题，部署人防重点镇（街）
开展人防（民防）宣传月和人员疏散演练活
动。其间，相关乡镇（街道）通过晚会、报纸等平
台，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防法律法规、防空防灾知
识宣传，并组织全区警报试鸣、防空防灾人员疏
散演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居安思危、防
空防灾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应急疏散演练现场，七小师生快速撤离

永昌镇竹韵园：

竹林晚风 享受惬意生活

公园位于 206 省道永昌村入口
处，设有一座竹园标志性构筑物，以
竹子纵横向交织再配以青瓦垒叠的
扁额，展示独特的中国风韵，并在上
面配草体金字“竹韵永昌”，台口布置
两排交错的滴水竹管，绘出水竹交融
的韵味。院内有铺地竹、菲白竹等30
个竹子品种，展现了“竹韵永昌，笋香
江南”的独特魅力。

公园名片

永昌镇竹韵园

我们该如何到人防工程去避险？
“5·12”防灾减灾日，富阳举行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