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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临时党支部助推中心工作
■灵桥镇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日前，灵桥镇在永丰村组织
召开“羊家埭、徐家墩区块整体拟搬迁”党员思想大讨
论暨临时党支部成立大会。

会上，与会人员学习《关于在城市有机更新项目中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通知》，并动员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定江南江北联动发
展的决心不动摇，以不达目的绝不鸣金收兵的气势和
干劲，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江南大开发作出应有贡
献。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在中心工作中发挥党组织
领导的核心作用。积极推行“支部建在项目上”，通过
党建工作优势，凝聚人心、提升战斗力，抢抓工作进度，
确保目标任务完成。积极投身重点项目建设，在征迁
一线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宣传政策法
规、维护社会稳定。

记者 王杰通讯员 江栗峰

“在无比重视舌尖安全的今天，低价不再是
水果的核心竞争力，一以贯之的好品质才是。”
说这话的，正是富阳林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林娟。

从2012年至今，王林娟在新登镇长垄村泥
家垅种植了上百亩猕猴桃，从猕猴桃的培育到
种植，各个环节都悉心护理，渐渐地从一名“农
民”成长为猕猴桃种植的“土专家”，尽心尽力生
产“颜值高、品质佳、口感好”的猕猴桃。去年，
富阳林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为G20杭州
峰会食材总仓供应企业。这里的猕猴桃，正是
特供产品。

用自然农法培育绿色猕猴桃
新登镇长垄村泥家垅四面环山，方圆几里

都没有工业污染；灌溉用的水，全是水库里的
水。王林娟采用自然农法，不施化肥，全部施用
鸡粪、羊粪等农家肥和菜籽饼等。肥料使用前，
全部先进行发酵，再施用，就是为了保证果品的
安全性。她还建了三个沼液池，实行薄肥勤
施。全部聘用人力将沼液浇在猕猴桃根部。如
此产出的猕猴桃口感更甜更鲜、水分更足。

为了让红心猕猴桃口感好上加好，王林娟
邀请浙江省农科院专家前来指导人工授粉。在
人工授粉的好时节，每天清晨4点多，王林娟就
和工人们拿着手电筒，一朵花一朵花地收集花
粉，上午10点前必须完成。下午，猕猴桃花盛
开，大家忙着点粉。

正因为此，猕猴桃基地已被列为杭州市农
业丰收项目推广示范基地、杭科院选种育种基
地、富阳设施农业示范小区、绿色无公害基地。

快检中心使得农残无所遁形
在最近一次的农药残留历史记录中，这里

的猕猴桃检测结果的抑制率为25.85%——抑制
率是指酶的安全系数，抑制率低于50%为安全
果品、蔬菜。在王林娟的猕猴桃基地里，像这样
的检测几乎每天都会进行。样品检测结果生成
之后，立即上传到杭州。

这个水果快速检测中心于今年6月建立，
重点对猕猴桃的农药残留状况进行检测，全面
保障基地内的猕猴桃达到安全标准。“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中心的建立，是为了把好猕猴桃入市
的第一关，确保从我们基地出去的猕猴桃，都是
安全的。”王林娟说。

质量溯源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去年6月，王林娟还上线了“杭州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相当于每一个从这里出去
的猕猴桃，都带有自己的“身份证”。顾客只需
扫一扫二维码，就能打开杭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溯源体系，企业名称、地点、猕猴桃种植日期、
施肥信息、施肥时间、有机肥或农家肥数量、病
虫害防治情况等，所有与猕猴桃相关的信息，一
应俱全。

“质量追溯，就是农产品的定制身份证，通
过这个身份证就会知道产品是谁生产出来的，
怎么生产出来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用农药，用
了哪些农药等，实现了透明生产、透明消费。”王
林娟说，一旦购买的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通
过这个“身份证”能快速找到问题原因和责任主
体，保障消费安全和消费权益，实现从“农田到
舌尖”全链条的“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
可追究”。

认领一棵属于你的猕猴桃
王林娟说，在猕猴桃采摘期间，每天有两三

百人自驾前去采摘。有一位杭州的客户，一个
月内整整去了8次，每次都会买走三四十斤猕
猴桃；还有苏州的客户，专程赶到新登采摘猕猴
桃……王林娟说，上海、苏州、南京以及余杭、萧
山等地，都有人自驾前去采摘猕猴桃。

为答谢广大客户，富阳林庭家庭农场首次
推出认领猕猴桃树活动。领养完成后，农场为
你的果树施肥、浇水、授粉，你也可以随时去看
看认领的果树，果树上还会挂上你的“大名”。

你可以分批分次地邀请好友前去采摘，价
格比零售可要实惠多了。认领费用 1000 元每
株，保底猕猴桃50斤。如果你眼光好，一株树
上会远远超过50斤的量。

除了认领之外，基地还给出额外惊喜，凡认
领一棵或采摘超过 1000 元的客户均赠送一只
价值300元的放养土鸡。

猕猴桃采摘及认领热线：13355716926、
63256565。

新登猕猴桃熟了
安禾村舞蹈队
获杭州市广场舞大赛一等奖

■常安镇

本报讯（通讯员 何颖群）近日，常安镇安禾村舞蹈
队凭借参赛节目《多嘎多耶》获得杭州市广场舞大赛一
等奖。比赛中，安禾舞蹈队热情奔放的舞姿、丰富多变
的队列、绚丽多彩的服装，征服了现场观众和评委。

近几年来，常安镇安禾村以打造常安“家文化”品
牌为核心，依托安禾村文化礼堂（家风馆）这一载体，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大力开
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目前该村组建文艺团队
10多支，涉及舞蹈、书画、武术等形式，2016年，该村成
功举办首届村晚。

全力推进彩钢棚整治
■永昌镇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雨苹 钱环煜）近期，永昌镇集中
对位于小城镇综合整治重点区域的永昌村、创建“美丽
乡村”特色村的长盘村乱搭乱建的彩钢棚进行拆除，有
序推进彩钢棚整治工作。

一方面，永昌镇镇村配合，根据“违法拆除，合法
整治”的原则，于前期开展专门排摸，明确底数。同
时，为确保完成彩钢棚整治工作任务，永昌镇按照组
团联村、网格管理原则，镇村干部联合上门与业主、农
户沟通协商，引导群众、企业进行自改自拆。另一方
面，借势借力，统筹兼顾。在推进彩钢棚整治过程中，
永昌镇结合“无违建”创建、小城镇整治、“四边三化”、

“美丽庭院”等工作推进，对“两路两侧”等重点区域高
度关注，并限期拆除违建钢棚。截至目前，永昌镇已
整治各类彩钢棚 239 处，面积 166607 平方米，其中拆
除 52 处，面积 14310 平方米；整改 187 处，面积 152297
平方米。

召开正风肃纪大会
■洞桥镇

本报讯（通讯员 倪鹿华）9月6日上午，洞桥镇召开
正风肃纪大会，全体镇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全体村两委
成员和镇属各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共120余人出席。

会议通报了今年区纪委对洞桥镇三个行政村开展
村级巡察工作的情况，同时部署下一步全镇干部纪律
作风建设。袁家村、文村村和镇卫计办、综治办等四个
单位，分别就村务规范化、干部精神状态提升和驻村指
导员助力联系村工作等主题作表态发言。区纪委干部
应邀上党员干部纪律作风建设专题课。

镇党委书记丁建军向全体镇村干部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当干部要牢固树立法纪法规意识，清楚与守好

“红线、底线、高压线”这三根线；二是干部为民办事要
时时树立规范意识，守好“政治规矩、工作规矩和生活
规矩”；三是镇村基层干部都要积极树立服务意识，把
百姓的每一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认真履职，积极兑
现给百姓群众的各项承诺。

龙羊地区六乡镇文艺汇演复赛举行
■新登镇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9月6日，“三看四态促转
型，喜迎党的十九大”——“家在富春江上”，第七届乡
镇（街道）文艺汇演新登龙羊地区复赛在新登镇包秦村
举行。

此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主办，区文化
馆、新登镇人民政府承办。活动从3月初开始筹备，经
过近半年时间创作、编排，旨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
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天复赛，分曲艺、音乐和舞蹈三类，万市、洞桥、
胥口、永昌、渌渚和新登六个乡镇带来的越剧、小品、
大鼓、快板、器乐、独唱、舞蹈等节目，让包秦村民享受
到了一场文艺大餐。新登镇的越剧联唱《玉兰馨香》、
歌曲《相聚新登》及舞蹈《茭田阿妹》等节目，演员们将
新登文化元素表演得淋漓尽致，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叫
好声。

见习记者 王雨鸣记者 王杰 通讯员俞程飞

日前，新桐召开环境整治暨小微水

体整治大比武活动汇报会，各行政村书

记通过PPT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向大家

介绍在环境整治、小微水体整治工作中

的好办法、好点子。

自今年剿灭劣Ⅴ类水工作推进以

来，新桐乡按照省、市、区委有关工作部

署，大力推进治水剿劣各项工作的开

展。全乡共有119个小微水体，目前已

绘制作战图，进行分类管理，明确责任

村干部、保洁人员和监督人员。新桐乡

党委委员倪运琰说，坚决打好剿灭劣Ⅴ
类水攻坚战，决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

小康。

小微水体整治大比武，进一步提升全乡水环境水平
新桐出台《新桐乡村干部“领头雁”队伍建

设“擂台比武”活动方案》，并按照乡“五水共治”
考核细则有关要求，于8月中下旬举行新桐乡小
微水体整治工作大比武活动。

比武分为实地督查和工作汇报两大部
分。前期，由各检查组以交叉互查的形式，到
村进行检查，具体时间由检查组与被检查村商
议后确定。检查内容包括书记工作熟悉情况、
台账整理收集情况、小微水体整治情况和书记

汇报展示情况。
之后，结合乡、村两级干部大会，请各村党

组织书记以一个整治完毕的小微水体为例，围
绕小微水体整治和劣V类水剿灭工作推进情况
进行汇报，并由乡班子成员进行评分。汇报时，
各村书记必须通过PPT对整治效果最明显的小
微水体案例进行汇报展示演说。

新桐乡党委书记钟怡媛说，在前期做好劣
V类水剿灭工作的基础上，对小微水体整治逐

个进行查漏补缺，进一步提升全乡水环境水
平。同时，将小微水体整治、劣V类水剿灭工作
进展情况作为衡量村干部履职情况的重要内
容，通过大比武活动，进一步统一村干部思想，
从而打造一支信仰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
服务优良的基层干部“铁军”，加快推动全乡各
项事业发展。

治水与环境整治相结合，实现全域环境整治新提升
桐洲岛地势三面高、中间低，岛上排渠贯穿

全岛，分长塘、前长塘、董赵排渠三段。多年来，
村民生活污水、农业灌溉废水和泄洪排涝等都
通过排渠汇入富春江。

今年初，新桐乡已将长塘列入全市剿灭劣
Ⅴ类水行动计划，并制定了整治方案。在综合
水质监测结果、专家论证评估、听取各方意见
后，市环保局指导新桐乡对治水方案进行三个

方面的完善提升，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市环
保局也将继续做好跟踪督促和服务指导。截至
目前，各项整治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氨氮、总磷
等指标明显改善。下一步，还计划对专用配水
管网进行设计。

据悉，新桐治水理念实现“三个转变”：从点
源治水向流域治水转变。在有效治理重点污染
源的基础上，打通整个排渠水系，进行生态系统

修复，恢复水体自净能力；从单一治水向综合治
水转变。水污染问题，表现在水体，根子在陆
地。树立综合治水理念，将排渠治水剿劣工作
与小城镇综合整治、农村危旧房改造、“美丽乡
村”建设等工作有效结合，开展排渠及周边环境
综合整治，同时引导村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
工程治水向全民治水转变。

坚持“五个并重”治水，形成“三大机制”实现长效管理
据悉，新桐乡自召开新桐“五水共治”工作专

题推进会以来，调整并明确“五水共治”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和河长制工作组织架构，印发《新桐乡
剿灭劣V类水（水质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绘
制全乡及各村剿劣作战图，实行挂图作战。

治水手段坚持“五个并重”：截污。对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终端进行提升改造；清淤。对整
条排渠及池塘进行清淤，有效减少污染物沉积；
保洁。结合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改造原有的垃
圾站房，推行垃圾分类工作，实行垃圾桶装化管

理，并加强沿河卫生保洁；生态化改造。在保证
泄洪排涝的前提下，对整条排渠（包括池塘、沟
渠）进行全域生态化改造，结合岛内防洪堤提标
改造工程，对排江口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引配
水。做好科学引配水，让水流动起来，整体改善
桐洲岛水环境。

治水监管形成“三大机制”：职责考核。结
合实施河长制（塘长制），对长塘、前长塘和董赵
排渠分别设置河长（塘长），完善乡联村干部、村
干部、保洁人员和监督人员管理网络，明确管理

目标、职责和要求，并加强日常和年度的考核管
理；治水护水。整治前，充分听取相关部门、专
家和村民意见，不断完善治理方案；整治中，及
时向村民公开治理方案、治理进程和注意事项
等信息；整治后，通过制定水环境公约、联合巡
河、及时解决信访投诉等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对
排渠的日常监管；监测公开。定期对长塘、前长
塘、董赵排渠的交界断面和入江口水质主要指
标进行监测。及时公开监测信息和管理要求，
引导村民共同参与水环境共保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