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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枸杞，肯定也吃过西红柿，但你知道枸杞西红柿吗
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浙江选拔赛在富阳举行

搭上互联网 农业项目有创意
本报讯（记者 孙晓 摄影 朱啸尘 通

讯员 任莉）你见过枸杞，肯定也吃过西
红柿，但你知道枸杞西红柿吗？昨日，全
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浙江选拔
赛在富阳举行，记者见到了这样的新鲜
事。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枸杞西红柿通
过先进的嫁接组合技术培育而成，经专
业鉴定，比普通西红柿耐储存、营养成分
高，价格也更高，成为当地畅销水果。

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持续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到农村
创业创新，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推荐，昨日共有20
个项目参加选拔赛，最终选出12个参加
全国比赛。

记者注意到，参赛选手报送的项目
几乎涵盖了农林渔、种养加、产供销全产
业链，其中大多数有互联网基因。比如

“庆渔堂”物联网与智慧水厂项目，基于
物联网智慧水产生态服务平台的建设和
运营，降低养殖风险和作业强度，并为养
殖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在互联网思
维的冲击下，农业不仅和微电商结合，还
玩起直播。百江侬好直播+微电商将新

模式融入当地农业生产和建设中，提供
让客户看得见的放心产品。

除了昨日选拔的12个项目，前一阶
段已选出8个项目，共20个项目参加全
国大赛，杭州蓝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顺利入围。该公司积极探索“互联

网+农业”模式，开发了“蓝郡植物管家”
这一新型农业产业链管理平台，致力于
成为线上线下农业标准化服务的农业技
术服务商。此外，蓝郡农业创客园还联
合知名高校，为农业领域创业者提供思
想交流、碰撞的平台。

2015 年，浙江省农业厅在全国首创
“农创客”概念，并对“农创客”有了一个较
为清晰的定位，是指年龄在45周岁以下，
有创意理念、创新精神、创业热情的投身
现代农业创业的全日制大学（大专）毕业
生或在校大学生。今年，加快培育“农创
客”这个全新的农业创新主体首次写入了
省政府工作报告，掀起了全省农业领域创
业创新热潮。

目前，区农林局正积极申报省“农创
客”小镇试点。“选拔赛在富阳举办，是希
望进一步营造农业创业创新氛围，吸引更
多‘农创客’落户富阳。”区农林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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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没？秦望广场花坛更美了
“有假山、有松树”，变身为素净典雅的山石园林花境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凌
玲）市民陈师傅近日致电本报热线
63344556，称秦望广场时花花坛“改头
换面”了。“现在有假山、有松树，比以前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陈师傅建议，城区
其他时花花坛也应该进行类似改造。

6月9日，记者来到秦望广场。虽
然下着大雨，但丝毫不影响花坛的精致
和美丽。区住建局园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秦望广场时花花坛于 2010 年建
造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立体花柱逐
渐老化，塑木栏杆扭曲变形，随时存在
倒塌危险。此外，考虑到草花的更换成
本较高，不符合节约型园林的宗旨，所
以经综合考量后，决定进行提升改造。

“此次改造主要以山石园林为主
题，配合了一些桩景。”该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改造，每年可省下约15万元
的草花更换费用。”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布置的植物都
是盆栽苗，如果需要移植，可直接拿起，
重复利用，不伤根系。

为提升城区园林绿化档次水平，今
年以来，区住建局园管局坚持摸底、规
划、设计“三个先行”，年初组织工作人
员对城区道路绿化、公园广场绿地、街
头节点绿化及裸露土地情况进行调查
摸底，邀请杭州市园林专家团队制订绿
化提升方案，对城区各街道及重要节点
位置选定进行充分论证和科学规划。
在绿化设计过程中，注重乔木、灌木、
花、草合理搭配，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
十余处节点绿化设计。其中，五个区块
的花境由该区块园林绿化企业负责设
计、布置，并承担费用。

转型路上“三美”建设

乡村规划师把脉
常绿“三美”新农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夏震燕）
近日，区“三美”新农村建设指挥部邀请中
国美院建筑师、乡村规划师赵统光，为常绿
镇“三美”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

赵统光参观了常绿镇大章村和黄弹村
石梯景区，认为这里与他曾经规划设计过
的项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统光曾
主持过许多乡村规划项目的设计，如贵州
省修文县桃源八寨乡村建设及旅游规划、
萧山进化镇欢潭美丽乡村规划、萧山浦阳
江沿岸八镇旅游综合规划等。

赵统光说，大章村有着近千年的村建
史，“绵密的老台门、悠长的老巷弄、古井、
旧祠堂……文脉在历史遗存背后汩汩涌
出，连续成章，调动起每一个在场者的乡愁
情怀”。除了这些沉寂下来的历史，他还特
别注意到，这里记录了一种真实的历史层
级信息，“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视野之内
既有坍圮的明清木屋，又有整饬的现代民
房，其中遍布各个时代的加建物，跨越几百
年的变迁都在你的眼前陈列着，关于乡村
的建设与新陈代谢，在这里有着真实的表
述。”他说，像大章村这样的古老栖居地，其
价值除了悠远有序的历史溯源，还有潜藏
其中的面向未来的创新机制，只有同时具
备向后看和向前看两只眼睛，保护行动才
更能激发它的生命活力。

“黄弹村之深隐令我诧异，车子开进山
谷，开过悬崖、竹林与溪涧，仿佛开进了梦
里的桃源或是一幅山水挂轴，自然山水能
够给出如此连续不断的惊喜，是我以前没
有经历过的。”黄弹村石梯景区激发了赵统
光对自然山水的情感。他说，当最终抵达
的时候，心里早就构思出这个村的大致面
貌了，“两相对照，竟然相差无几。沿水错
落的夯土民房零零落落散布在茶田里，四
周的山郁郁葱葱，水流过脚边，没有一丝杂
质，一切都清爽极了。我顿时觉得，这是一
个没有历史的村子，因为在它的怀抱里，时
间早就停下来了。”他说，这里是一个可以

“发呆”的地方，可以平复现代人狂躁的心
境，“我知道它迟早会被更多人发现和喜
爱，甚至开发为旅游目的地。我相信，只要
实施者抱定一颗让时间停下来的心，清溪
与鸟鸣一定能吸引其他人”。

大章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浙江省
历史文化名村。目前该村还保留着多处历
史文物古迹：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前田畈民
居，被称为“天人合一，和谐布构”，规模宏
大，建筑风格、石雕工艺堪称富阳民居的典
型代表。章村老街，至今仍保存着相对完
整的街弄格局，大量清至民国时期建造的
民居宅院及店铺分布其间。此外，还有常
绿纸伞、纸糊高照、章村新洋房、八字桥、长
春大庙桥等历史文化遗产。

常绿镇原生态的黄弹村石梯景区名声
在外，生态资源良好，环境优美，素有“小雁
荡”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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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检查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实习记者 周晓

露 通讯员 陈永平）昨日，富阳迎来入汛后
的首场暴雨。从6月11日晚上8点到昨日
下午4点，富阳全区将雨量61.3毫米，达到
大到暴雨量级，最大在渌渚镇罗桥村站，达
95.5毫米。为确保我区安全度汛，昨日下
午，副区长何献忠前往多个乡镇（街道），检
查防汛一线备战情况。

何献忠一行先后前往鹿山街道金家桥
排涝站、大源镇杭黄高铁塔堰段、东洲街道
环桥排涝站，听取防汛工作汇报，检查备战
情况，并就科学引水配水、提升技术水平、
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施工安全等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

何献忠指出，当前富阳已进入主汛期，
全区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重要
性、复杂性、紧迫性，高度重视，预防为先，
以人为本，安全为重。各部门要做到及时
沟通、协同防汛，确保领导到位、监管到位、
配合到位。

富阳规划分局开展“机关讲坛”第二次夜学活动

全力推进新一轮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袁泽平）昨晚，富阳

规划分局组织开展“机关讲坛”第二次夜
学活动，传达学习杭州市委城市工作会
议暨地铁建设五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和
区委书记朱党其在分组讨论时讲话精
神，就如何全面推进新一轮城乡规划编
制体系，加快规划融入、强化规划引领，
描绘好大都市新型城区蓝图进行全面部
署。

富阳规划分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市
委城市工作会议是今后若干年杭州城市
工作的教科书和宣言书，为富阳城乡规

划工作指明了方向。结合当前工作，富
阳规划分局将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统一认识，提升理念。充分认识领
会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拥
江发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
站在杭州大都市角度谋划富阳城市功能
定位、城市发展空间、空间拓展、杭州城
市功能分工，开展新一轮城乡规划编制，
实现与杭州主城同绘“一张图”、同下“一
盘棋”。

抓紧对接，落实诉求。主动贴上去，
紧抓杭州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拥江发展

机遇，加快富阳一江两岸区域规划布局，
主动承接杭州部分公共职能转移。抓住
杭州省会城市的高铁枢纽打造，加快富
阳区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构建轨道
交通、铁路、高铁、快速路网等立体式交
通体系。将富阳“杭州西部区域中心”城
市定位等诉求，落实到杭州城市总体规
划中。

依法依规，高效服务。修订完善富
阳区城乡规划委员会决策机制，形成新
一轮富阳规划专家团队，努力提升规划
水平和品质。紧紧围绕“最多跑一次”改

革，转变服务理念和思路，按照主动服
务、靠前服务、上门服务要求，审批提速
提质，确保重大建设项目及时落地。

围绕中心，重点推进。打好“三美”
建设、城市有机更新、江南新城建设三大
硬仗，加快推进秦望广场城市眼设计、江
南新城发展战略研究、浙派（杭派）民居
设计、小城镇综合整治项目设计等项目，
指导项目建设。

夜学活动上，富阳规划分局各线分
管负责人就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市委城
市工作会议精神谈体会，并作表态发言。

“浙商全国500强”公布 富阳5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近日，第14届

浙商（投融资）大会暨 2017 浙商人工智
能峰会开幕。会上，2017 浙商全国 500
强榜单正式发布，吉利集团以营收2088
亿元的成绩位居榜首。富阳5家企业榜
上有名。

富阳 5 家企业排名情况为：富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 2016 年 营 业 收 入

280.7 亿元位列第 45 位；浙江富冶集团
有限公司以 249.3 亿元位列第 51 位；浙
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营
业收入 150.5 亿元，排名第 95 位；浙江
新胜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30 亿元
排名第 266 位；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
司排名第 305 位，2016 年营业收入 22.7
亿元。

此次榜单上的500家企业总营收达
到5.43万亿元；总营收增速为8.4%，高出
浙江GDP增速0.9%。

其中，吉利集团、物产中大、海亮
集 团 、阿 里 巴 巴 、万 向 集 团 、绿 城 集
团、青山控股等 7 家公司，上一年的营
收均超 1000 亿元，7 家总营收首次突
破万亿元。另外，阿里巴巴、万向集

团、吉利集团、复星国际、网易、浙商
银行等 6 家企业的净利润同时突破百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9 年首份“浙
商全国 500 强”发布至今，500 家企业的
总营收从 1.95 万亿元增长到 5.43 万亿
元，如今前 20 强的营收就超过 2009 年
500强的总营收。

新投集团以活动为载体
做实“双百结对”

本报讯（通讯员 赵婷 记者 李宇雯）日
前，新投集团全体党员与新登镇长兰村党
员干部一起清洁该村生态墓地，共清理各
类垃圾两大卡车。此举拉开了新投集团
与新登长兰村“双百结对”活动序幕。

为贯彻落实区“双百结对”活动要求，
新投集团和长兰村确定在结对期内以活动
为载体，采取不定期互访的形式，加强沟通
交流，做到“共建美家园，共育文明花”。

为此，从共建方案拟定到具体活动安
排，新投集团党委全程参与、全程“过
问”。同时，要求公司全体党员干部通过

“双百结对”深入基层，了解民情；通过“双
百结对”明党员身份、知党员职责，改进工
作作风，为公司“三看四态促转型”当好表
率，做好标兵，真正将“双百结对”活动做
真、做实，做出效果，做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