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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领导来富调研为民办实事项目

富阳拟新建改造农村公厕667座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杭州市
副市长王宏来富调研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
情况。区委常委裘富水陪同。
王宏一行先后前往上官乡剡溪村、龙
门古镇、场口镇东梓关村，实地踏看农村公
厕及旅游厕所建设推进情况。随后召开座
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按照省、市相关
要求，今年，富阳拟完成农村公厕 667 座
（其中新建 78 座、改造 589 座），覆盖全区 24
个乡镇（街道）276 个行政村。截至目前，78
座新建公厕中，已开工 43 座，完成 26 座。
与此同时，富阳今年拟完成旅游厕所 10 座

（其中 AAA 级旅游厕所 1 座，AA 级旅游厕
所 9 座）。截至目前，已完工 2 座，3 座预计
本月底前完工，其余 5 座本月底前开工，预
计 9 月底前完成。
王宏充分肯定了富阳的前期工作，认
为富阳高度重视、稳步推进，形成了良好经
验，为全市推进“厕所革命”，如期完成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打下了良好基础。希望
富阳能“先行一步、多做一点”，努力为全市
打造标杆。
就下一步工作，王宏强调，要明确任
务、统筹标准、明确责任、把握进度、关注实

效、智慧应用、规范运行、加强保障。要加
快出台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统筹各类标志
标牌。要按照城市、农村、景区分类明确责
任主体，抢抓时间节点，确保该项工作在今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农村公厕建设过
程中，要以实用性、保障性为主，科学合理、
因地制宜，推进无障碍设施覆盖。要以景
区为重点，适当考虑和推广智能、节能、节
水等智慧应用。要明确运行维护主体，分
类建立好长效管理机制，适度探索市场化
运维模式。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富调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时希望

全国茶叶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启动会在富召开

春江茶机将参与
6 项行业标准制修订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近日，全
国茶叶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启动会
在浙江金鑫集团下属浙江春江茶叶
机械有限公司召开。会议由全国农
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浙
江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
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行业协会主
办。
此次会议旨在有效落实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办公厅第二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的项目计划安排，推动全国茶
叶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宣贯
落实，有效规范市场竞争，提高产品
总体质量及制作水平的技术标准。

全国茶叶机械行业现有 20 项产
品标准，其中 15 项由浙江省内企业
制修订。全国现有茶业机械加工、制
造公司一百余家，位于浙江省的企业
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此次全国茶叶
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共 9 项，其
中 6 项交由浙江省内企业制修订。
浙江春江茶叶机械有限公司作为浙
江省茶业机械行业的领头企业，将主
导“烘青型绿茶加工成套设备”行业
标准的制定，并参与茶鲜叶摊青萎凋
机、茶叶发酵机、功夫红茶加工成套
设备、茶叶风选机、茶叶揉捻机等 6
项标准的制修订。

富阳要努力创造乡村振兴经验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昨日下午，全国
人大农委副主任李春生一行来富调研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浙江省、杭州市人大
相关领导，富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一
君陪同调研。
全国人大调研组一行先前往场口镇东
梓关村，实地调研该村美丽乡村建设情
况。东梓关村是杭州境内有名的古村落。
近年来，因 46 幢白墙黛瓦的杭派民居回迁
房爆红网络，被媒体誉为美丽乡村、生态中
国的样本。
调研组参观了东梓关村史馆，初步了
解了这个具有 1500 多年可考证历史的古
村。随后，调研组穿过长塘，来到张绍富医
德馆——安雅堂，李春生感叹中医文化博

大精深。在绿城设计院乡村实践基地，大
厅内摆放着杭派民居的规划图及模型，李
春生仔细询问了新建杭派民居的情况。李
春生还走进农户家中，实地踏看了解房屋
结构、用材，倾听农户对房屋的评价，了解
民宿经营状况。
随后，调研组又前往东洲街道黄公望
村进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美丽乡村、乡村
旅游、农家乐民宿、农村金融、公共服务等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领域的发展状况。
黄公望村由原华墅、白鹤、株林坞、横
山 4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南傍富春江，北靠
黄公望森林公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早
先当地村民多以种田、外出打工为生。近
年来，当地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开展环

境整治，乡村游得到了长足发展。据初步
统计，2017 年黄公望村景区接待游客 24 余
万人次，农家乐、民宿收入达 1.3 亿元。当
地还建设了黄公望金融小镇，并于 2017 年
5 月入选杭州市级第二批特色小镇创建名
单，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小镇已注册基金和
基金管理公司 888 家，注册规模达到 4705
亿元，管理规模 4825 亿元，第一季度完成
税收 7400 万元，真正践行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调研组表示，通过实地走访，真切感受
到了富阳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独到之处，
希望富阳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
力为杭州、浙江乃至全国创造出更多宝贵
的经验。

湘溪杨梅节
本周六开幕

不仅可以体验采摘杨梅，还可以住民宿、尝农家菜
本报讯（记者 王杰 通讯员 诸葛海
洋）端午杨梅挂篮头，
夏至杨梅满山红。
富阳的杨梅，数荣获国家级生态村
的新登镇湘溪村有名。今天，湘溪村发
来邀请函：这个周六，第七届湘溪杨梅
节开始了！
新登湘溪村有 500 余亩杨梅林，地
处海拔 150 米以上的山上，由野生杨梅
嫁接荸荠、东魁等优质品种而成。
“今年是湘溪杨梅的大年，眼下杨
梅已进入采摘期，集中成熟估计在 6 月
16 日至 7 月上旬。”湘溪村大学生村官
诸葛海洋告诉记者，湘溪村好山好水好
空气，较仙居杨梅和慈溪杨梅，湘溪杨
梅甜中略带点酸，汁水多，吃起来很鲜，
有回味。
“引用食客们的话，湘溪的杨梅，与
其说是酸，倒不如说是地道的鲜，那是

一种来自高山的鲜味。从高大的杨梅
树上摘下一颗紫红的杨梅，轻轻地咬下
去，酸甜的汁水溢出来，顺着喉咙咽下
去，沁人心脾。”诸葛海洋说。
这个周六，湘溪杨梅将在杨梅市场
举行开摘仪式，
晚上还有精彩的晚会。
杨梅节期间，欢迎大家上山体验采
摘，采摘杨梅门票价格由各农户自定，
带走的杨梅一般 10 元一斤。
湘溪除了杨梅，还有很多好吃好玩
的地方。湘溪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姚
兴故里，现有姚公祠、姚兴古墓、尽忠里
界碑等历史文化遗产。苏东坡曾途经
湘溪，还留下过诗词。
湘溪村作为 3A 级景区村庄，周边
的美食与民宿也非常多。
游玩累了，可以找一家土菜馆，品
尝一下苦槠豆腐、油豆腐、珠粉丝、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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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炖毛笋干、湘溪小鱼、湘溪螺蛳、毛豆
鞭笋、红烧土猪肉等特色土菜。
“餐桌上的蔬菜全是村里人自己种
的，野味是山上打来的，就连厨师也都
是当地的‘土厨’，保证了菜肴的原汁原
味。”诸葛海洋说。
详细的农家乐与民宿联系方式记
者都要来了：
杨梅采摘热线：
0571—63247555
又 一 邨·青 庭（民 宿）：0571—
63206677、15868460505
湘水湾度假村（民宿）：63260010、
13758230066
湘味馆：
15906694970
广场饭店：
15158176177
如果觉得一天时间不够，可以挑一
家心仪的民宿住下，这里的民宿各有特
色，
还可以尝试房车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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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

6个
“无所无队”乡镇
开通公安业务代办点

今后户籍、车管业务在家门口就能办理
本 报 讯（记 者 陈 凌 通 讯 员 汪
洋）昨日上午，在新桐乡综合服务中
心，公安富阳分局“最多跑一次”新桐
乡受理代办点正式开通运营。同时
开通运营的还有常绿镇、湖源乡、永
昌镇、洞桥镇、渌渚镇等 5 个乡镇代
办点，今后这些乡镇的办事群众，在
家门口即可办理 11 大类、27 项公安
业务。
仅用 10 分钟，新桐村包家淇自
然村村民包增贤就顺利办好了户口
变更业务。
“新桐没有派出所，以前都
要跑到三山派出所去办，来回要花半
天工夫。”包增贤说，这次亲身感受了
“最多跑一次”的便利，回村他要跟乡
亲们都说说这项便民新措施。
据悉，富阳全区共有 11 个“没有
派出所，也没有交警中队”的“无所无
队”乡镇，当地群众办理户籍、车管等
公安业务较为不便。为深化公安“最
多跑一次”改革，方便偏远乡镇群众
办事，今年富阳在 6 个“无所无队”乡
镇便民服务中心或警务室设立代办

点，办事群众只需要提供相关材料给
代办人员，由办事人员通过网络提交
给上级业务科室进行审核，即可现场
为群众办理包括居住证办理，房屋出
租登记，流动人口登记，户口登记、变
更、更正，补换机动车登记证书、号
牌、行驶证，核发临时号牌，申领、换
领、补领驾驶证等 11 大类、27 项公安
业务。不能当场办结的业务，也将通
过快递等方式，将相关证照和材料送
至办事群众手中。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广泛宣传
“最多跑一次”乡镇受理代办点工作，
前期，公安富阳分局特地编制了一批
《乡镇受理代办点业务事项工作手
册》，发放到各乡镇、村集体，这在整
个杭州地区也是首创。该业务推出
后，不仅将大大节约百姓办事时间，
也将进一步缓解城区各办事窗口“排
长队”的现象。今后，该业务还将向
其他“无所无队”乡镇延伸，同时将适
时推出交通违章处理等其他更多代
办业务，
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多便利。

老年优待证不用申请
将直接
“送证上门”
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徐丽
艳）
“老年优待证”是老年人享受公
交、旅游等优待政策的重要证件。考
虑到老年人办卡不便，区民政局继推
出老年优待证办理“即来即办”、为
60 周岁和 70 周岁老年人送卡上门服
务以后，现又推出为所有本区户籍老
年人送卡上门服务，真正解决“最后
一公里”问题。
也就是说，本区户籍老年人办理
《浙江省老年优待证》，既不用申请，

更不用跑，工作人员会服务到“家”。
据统计，富阳共有近 15 万老年人，其
中近 7 万老年人还未办理过老年优
待证。等所有的老年优待证制作完
毕，将送至各乡镇（街道）。乡镇（街
道）会陆续将优待证送至老年人手
中。
特别提醒：非本区户籍的老年人
办理老年优待证，仍需携带身份证和
一寸红底照片至康月路 85 号市民卡
中心办理，
办理实行
“即来即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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