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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如何来
推进富阳的美丽乡村、美丽城镇、
美丽经济建设，动员全区上下以
更大热情投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
伟大实践中？昨日，富阳区召开

“三美”新农村建设现场会。区委
书记朱党其在会上强调，全区上
下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
进“三美”建设，打造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区。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主
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华、区
政协主席陆洪勤参加。副区长何
献忠部署“三美”新农村建设工
作。会上，区农办、区“三美”新农
村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分别汇报美
丽乡村和美丽经济、美丽城镇建设
工作，新登镇、渌渚镇、洞桥镇负责
人分别就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精
品线路创建、美丽经济发展作交流
发言。

朱党其充分肯定富阳“三美”
建设取得的成效。他说，今年以
来，富阳围绕“拆违建、清溪流，堆

整齐、扫干净，种满园、点漂亮，增
收入、人和谐”的目标，深入推进

“三美”建设、加快开展“美丽运
动”，思想认识高度统一、美丽乡
村亮点增多、美丽城镇成果显现、
美丽经济初见成效。这些成绩的
取得凝聚着广大党员干部的努
力，尤其是广大乡镇（街道）、村
社干部的心血。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富阳
与周边县市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力度不平衡、镇街间和村社间
推进“三美”工作进度不平衡、各
地群众“三美”建设参与度不平
衡、美丽乡村与美丽经济间发展
程度不平衡等问题。

朱党其指出，推进“三美”建
设，既是富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举措，也是衡量党委政府、乡村
干部执政能力的主要指标，更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实际行动。全区
上下要深刻认识“三美”建设的重
大意义，充分发挥生态优势、资源
优势、文化优势，大力推进美丽乡

村、美丽城镇、美丽经济建设，在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中先行一步，努力
争当示范。

朱党其强调，美丽是一项系统
性综合工程，包括美丽形态、美丽
业态、美丽文明等各个方面。各级
各部门要始终坚持美丽乡村与美
丽经济同行。坚持“三美”高标准，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将
美丽乡村、美丽产业、美丽人联动
起来推进，将美丽形成一个整体；
坚持“三美”乡土化、特色化、品牌
化，绝不照搬照抄城市元素，全面
落实“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地域特
色、一村一品”要求；坚持形成长
效，强化机制建设，让美丽变成习
惯、成为自觉。要动员全社会力
量，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培育各类

“领头雁”、更大范围打响擂台赛、
强化政策引导、全面发动农民群
众，切实推动美丽庭院、美丽经济
建设。

吴玉凤指出，当前富阳“三美”
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全
区上下要紧盯目标、狠抓冲刺，确

保高质量完成“三美”建设各项目
标任务。要健全机制、巩固长效，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兼治，用
好擂台比武等活动载体，确保环境
整治不反弹、不回潮。要因地制
宜、“美有特色”，进一步突出农村
建设的乡土味道，确保城像城、村
像村；充分挖掘文化资源，讲好乡
村故事；做精乡村精品线路，把“一
江二线十路”打造成生态廊道、风
景大道、产业通道；大力开展农业、
旅游招商，吸引社会资本，引进乡
村新业态。要强化谋划、提升水
平，深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乡村
环境美化、乡村文化复兴、乡村治
理改进、乡村短板补齐等五大课
题，全力争当乡村振兴先行区、示
范区。

会前，与会人员还先后调研了
渌渚镇六渚村孝子湾公园及精品
线路节点建设、23省道双塔段整治
工程、新登镇葛溪路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和城市阳台建设、半山花迹
桃夭民宿、新登镇潘堰村精品线路
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新登半
山，为外人所熟知是从那一季的鲜
桃开始。历经十余年的发展，而今
的半山不仅有桃美名在外、桃花引
众而来，更有民宿经济萌芽成长，
成为富阳“三美”建设的典型代表。

昨日的全区“三美”新农村建
设现场会上，区委书记朱党其参观
完新登镇半山村后，不禁有感而
发，即兴出了一个上联：半山桃花
半山人。

别看这只有简简单单七个字，
里头也有深刻内涵。朱党其解释
说，“半山桃花半山人”，这既是一
种意境，也是一种发展愿景。半山
的桃花结出了名声在外的半山桃
子，提升了半山人的收入，吸引了
多达“半山”的人，来到这里做“半
山人”开民宿、发展农家乐，一起来
推动半山新一轮的发展。短短七
个字，充分展现了美丽乡村、美丽
风貌、美丽经济、美丽人在半山的

良性互动，体现了富阳推进“三美”
建设的成效。

下联怎么来对？朱党其的“英
雄帖”一发出，许多网友跃跃欲试：

“被风吹过的夏天”：九仰人家
九仰峰。

“心有太阳”：千年古镇千年
新。满城芳菲满城醉。

“渐行渐远”：一江春水一江城。
“勇士”：乡村振兴乡村盛。
“溪南雨”：双江春水双江情。

“自奋蹄”：十里花果十里香。
“三生石”：百里春江百里游。
“儒痞”：富春江水富春人。
“我是传说”：里山茶叶里山

人。
如果你也有下联，请通过“富

阳 日 报 ”官 方 微 信（ 账 号 ：
fyrb63344556）告 诉 我 们 。 主 题 ：

“三美”建设，格式：下联+寓意。赶
紧来吧，与广大网友一起来赛一
赛，看看谁更有才？

相关新闻：

“半山桃花半山人”区委书记有个上联，请你对个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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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昨
日，中国科学院 2017 年院士
增选结果公布，富阳籍科学家
蔡荣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这次，中国科学院选举产
生了6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
16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蔡荣根为永昌镇昌岭村
人，1981 年毕业于新登中学，
现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副所长（主持工作）、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引力和相对
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长、亚太
物理学会引力，天体物理和宇
宙学分会副理事长，国际广义
相对论和引力学会理事。

今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引力波相关物

理问题研究”启动会在中国科
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召开。
该项目依托于中科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重点部署的重大研究项
目，于2016年正式立项，富阳
籍科学家蔡荣根研究员担任
项目首席科学家。

昨日上午，2017年新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颁证仪式在
北京举行。茫茫宇宙，求索未
来。蔡荣根告诉记者，感谢家
乡朋友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
和关注，他将以当选院士为动
力，力争在引力理论和宇宙学
领域取得新突破，为国家作出
更大的贡献。

周廷儒（1909～1989）地
理学家，浙江新登人。他是
中国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古
地理学、中国新生代古地理
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
一，著有《新疆地貌》《周廷儒
文集》等。1980 年当选中科
院院士。

周廷冲 (1917～1996)，生
化药理学家，浙江新登人。多
年以来，一直从事生物活性因
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首次阐
明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
的老化机制，证明梭曼膦酰化
酶老化的实质是毒剂残基上
特己氧基的去烷基反应，从而

为毒剂防治中的药物设计指
明了方向。1980 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朱玉贤 (1955～)，浙江渔
山人。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
农业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
实验室、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农业
部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
会委员，科技部863高技术计
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专家
组副组长，主持多项国家级重
大科研项目。2011 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

新闻链接:

富阳籍中科院院士

富阳人蔡荣根
当选中科院院士

朱党其在全区“三美”新农村建设现场会上强调

坚定不移推进“三美”建设
打造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下
午，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来富调
研科技创新工作。区领导吴玉
凤、丁永刚陪同。

周国辉一行先后前往浙江大
华智联有限公司、杭州华日冰箱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微影传
感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富阳
产业科技创新工作推进情况。随
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富阳近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科技创
新相关工作的汇报。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在
介绍富阳基本情况时说，富阳撤
市设区后，一直致力于从县域经
济向都市经济转变。本届区委区
政府提出，要坚持产业转型向东
看、生态建设向西看、城市发展向
南看，全面推动产业业态、城乡形

态、环境生态、党员干部精神状态
的全方位转型，全力建设富裕阳
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今年以
来，随着融入的不断深入，撤市建
区的红利不断释放，区位优势、交
通优势、空间优势愈发明显。但
是，产业结构调整、创新企业占
比、人才资源引进等科技创新工
作方面仍有不少差距，希望省科
技厅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富
阳，助推富阳转型发展。

周国辉肯定富阳近年来的发
展成果及科技创新工作。他说，富
阳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思
路清晰、举措有力，各项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富阳区位优势明显，
生态资源良好，文化积淀深厚，产
业基础扎实，未来发展大有可期。
下一步工作中，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抢
抓“大湾区”建设、“拥江发展”的战
略机遇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
变革和金融港湾等产业振兴机遇，
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
型、社会发展的作用，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

周国辉强调，要有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积极实施向东融入大
都市战略，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加强与城西科创大走廊、高新滨
江区的产业协作，有效承接城区
产业溢出, 着力引进高端产业，实
现差异化发展；要推进科创体制
改革，加强科创服务平台建设，提
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创新小微
企业服务，不断激发企业创新研
发热情，使科技创新红利得到进
一步释放。

今年1—10月，全区规上高新
技术产业销售产值 378.97 亿元，
同比增长10.4%，占规上工业销售
产 值 比 重 34.1% ；新 产 品 产 值
381.66 亿元，同比增长 16.4%，新
产品产值率33.8%。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151家、省
级科技型企业565家、杭州市高新
技术企业109家；共有省级重点企
业研究院3家、省级企业研究院12
家、省级企业研究中心38家、杭州
市级企业研发中心87家；杭州市
级科技孵化器3家，国家级星创天
地1家。

相关链接：

今年富阳科技创新工作概况

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来富调研时强调

抢抓发展机遇 推动创新驱动

本报讯 为了更有利于高
中教育教学，经过广泛征求意
见，完善学考选考安排。近
日，浙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
干意见》。

《意见》规定，从 2017 级
高中学生起，浙江省学考与选
考实行分卷考试，考试安排在
每年 1 月、6 月举行。学生高
一第一学期不得参加学考，高
一第二学期参加学考的科目
不多于3门；各科目学考须于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每
科1次机会，不合格可继续报
考。学生高三起参加“七选

三”选考科目考试，相应科目
学考合格方能报考该科目的
选考，每科提供两次机会。外
语首次考试“一考两用”，成绩
既用于学业水平等级又用于
高考。

据悉，2015 级、2016 级高
中学生学考选考办法保持不
变。鉴于2016级学生基本未
确定选考科目且绝大部分未
参加选考科目考试，同时，从
2019年招生起，高校将结合培
养目标要求，优化相关专业选
考科目设置，因此，将允许
2016 级学生有一次重新选择
学考和选考科目的机会。

浙江新高考调整
学考选考分卷考试
每年1月、6月举行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区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整的报告，表决通过了

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