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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气温 27－36℃，
平均相对湿度 75%。

富阳新闻网：
www.fynews.com.cn

总第 7048 期

点赞美丽富阳

大学习 大调研 大抓落实 服务企业百日专项行动

富阳为重点企业配备服务专员
做好
“六个员”，提供点对点
“保姆式”服务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凌献
忠）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着力打通
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实现精准
服务、定点服务、上门服务，切实提高企
业满意度，日前富阳推出重点企业服务
专员制度，为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和高新
潜力企业提供专属的全方位、全过程、
全天候
“保姆式”服务。
据悉，
服务专员由各单位后备干部、
年轻干部、中层干部构成。具体分工方
面，
区百强工业企业由区四套班子领导、

法检两长、副区级干部的联络员担任服
务专员；除百强企业以外的其他亿元以
上的工业企业及高新潜力企业，由相关
部门的中层干部或年轻干部担任服务专
员；
其余规上企业，
由辖区乡镇（街道）的
后备干部、
中层干部担任服务专员。
服务专员将承担起“六个员”的工
作任务：上情下达联络员，积极宣讲区
委区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帮助企业答
疑解惑，及时反映企业对政府部门的意
见建议；项目审批代办员，帮助企业办

理项目审批，协助企业做好各类审批事
项；难题破解协调员，协助解决发展中
遇到的融资、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困难
和问题；转型升级指导员，鼓励引导企
业创业创新，指导企业提高科技含量与
转型升级；企业动态信息员，服务专员
至少要一月一走访，做好“一企一档”；
经验典型推广员，总结、提炼一批企业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好经验、好典型，
上报区服务企业办。
在具体工作中，服务专员将实行专

人专企，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联络、短
信、微信等方式，第一时间掌握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第一时间了解企业困难问
题，第一时间对企业的诉求作出反应，
并确保答复率 100％、满意率 80％以上。
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专
员制度将着力解决企业遇到的生产要
素保障问题，全力协调企业发展过程中
的政策、科技、金融、人才需求，提高企
业满意度，构建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
生态环境。

城市文明 请多一份主人翁意识
□许媛娇

一座城市需要灵魂，文明就
速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如何配得
是城市之魂。只有“金玉其表”是
上“文明城市”的称号，全区上下
不行的，何况富阳与“金玉其表”
使出浑身解数，有效果，但效果依
尚有距离。纵观富阳文明程度，
然不够显著。
从多次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反
城市发展需要时间，在城市
馈结果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为
基础设施方面出现的文明城市
何富阳的城市文明程度在整个杭 “失分”现象，可能短时间无法避
州范围内排名靠后？
免。比如“公共厕所未设置无障
在城市文明程度上，富阳的
碍设施”，这是城区公共厕所普遍
弱势存在客观因素。自 2014 年撤
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城市发展过
市设区后，富阳成为杭州主城区
程中逐步完善。但从文明指数测
之一，在没有经历创建文明城市
评反馈的问题来看，因基础设施
过程的情况下，也成为全国文明
而导致的“失分”很少，反倒在可
城市，这让富阳受宠若惊的同时
以避免的地方被扣了分。
也经受了重大考验。富阳如何快
“楼道内堆放杂物”
“ 公园内

地面有烟蒂、果壳残留”
“ 医院内
挂号排队忽略‘一米线’”
“街巷内
有违章停车”……这些问题真的
是不能避免的问题，真的是解决
不了的问题吗？
楼道内的杂物，物业公司是
否担起责任，进行劝导管理？小
区居民是否意识到了这是不文明
行为？公园因为是公共场所，手
上的垃圾就随意丢弃在地，这如
果是你自己的家呢？医院排队过
程中，增强文明宣传、加强文明引
导，
这一现象无法改变吗？
这些疑问背后，是主人翁意
识的缺失。文明创建不能只依赖

于几个相关部门和单位，每一个
富阳人，都要有主人翁意识，富阳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城市文明程
度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
生活品质自然就提高了。
富阳这座城市的灵魂，需要
每个富阳人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守
护。而富阳人的力量是值得肯定
的 ，比 如 卓 有 成 效 的“ 礼 让 斑 马
线”。车主在遇到斑马线时，会踩
一脚刹车，行人会加快过马路的
速度。这一慢一快，在城市中的
一条条斑马线上重复上演，这是
文明城市该有的模样，也是富阳
人文明素质的一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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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杭州新登
音乐小镇

关了造纸厂
当起
“山大王”
永昌庄园打造
美丽经济发展样板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余昀）清
晨，竹林里，菌类三三两两地从泥土里钻出
来，头戴深绿色的帽子、身围雪白色的网状
裙，犹如腼腆含羞的二八女子，婀娜轻盈……
在位于富阳永昌镇长盘村的永昌庄园，这种
有着“雪裙仙子”
“菌中皇后”之称的竹荪，由
亚林所技术人员栽培成功。
“菌桂秀层岭，芳荪媚幽渚。”竹荪营养丰
富，香味浓郁，滋味鲜美，自古就列为“草八
珍”之一。永昌庄园负责人俞江桥说，竹荪的
栽培成功，不仅为永昌庄园餐桌上增加了一
道美味，而且为永昌镇乃至富阳区竹笋低产
林改造探索了新模式，为富阳美丽经济发展
提供了新样板。
谁都不会想到，永昌庄园负责人俞江桥
曾经是一位从事造纸产业的老板。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
指引下，富阳推进造纸产业转型升级。2013
年，俞江桥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关停造纸厂。
次年，成立杭州富阳桥雅生态农业开发公司，
与长盘村签下 30 年的山林承包合同，打造一
个新的世外桃源。
虽说从工业转型农业，但俞江桥有着先
进的经营理念。他和创业伙伴先后投入 2000
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新建温室大棚、山庄、
民宿，种下雷竹和鲜桃、樱桃、枇杷、甜柿、杨
梅、梨子、枣子、黑布林、猕猴桃等果树，套种
中药材、西瓜、土豆、茄子、油菜、黄花菜……
永昌庄园光是鲜桃面积就有 600 多亩，
品种达 10 多个，从 5 月 20 日开始可以一直采
摘到 11 月 20 日。眼下，采摘的是“白凤”，单
个净重七八两的很普遍，而且甜度高达 16—
17，口感好。庄园开展桃树认养活动，游客只
要花 200 元，就能认领一株桃树，庄园负责有
机无公害栽培，保证每棵树桃子不少于 15 公
斤。
俞江桥解释道，果树是从江苏朋友那里
引进的，并没有特别之处。关键在于栽培管
理，一是草果共生，草茂盛了，就人工割，不能
“斩草除根”；二是疏果套袋，根据树型大小，
最多不超过百个，少则二三十个，保证养分；
三是沼液滴灌，在山顶建一座容纳 200 多吨
的沼液池，利用松球、竹炭悬挂吸收禽畜粪便
发酵沼液中的重金属，被处理过的沼液利用
水管滴灌至树下。
春天赏花挖笋、夏秋摘瓜果、冬天赏雪
景，干农活、吃土菜、住民宿……如今，永昌庄
园已成为永昌镇最美的景点之一。今年的
“花开永昌·约会竹乡”永昌镇鲜桃开摘暨乡
村百花大会永昌分会场活动，永昌庄园是体
验点之一。

《城区小学接送时段成堵点》后续
部门回应，制定城区小学部
分公交公交线路优化方案

实验小学虎山校区
富春八小门口

将新增公交

啤酒节
昨晚启幕
活动将持续至
7 月 15 日

2018 杭州新登音乐小镇啤酒
节，以“啤酒+美食+音乐”为桥梁，
以晚会为主要形式，设置荷塘乐
色、动感狂欢等五大音乐主题，融
合音乐、舞蹈、美食、足球、互动、
游戏六大环节，深度契合世界杯
的主题特色，力争为富阳球迷打
造一场专属的狂欢盛会，传递新
登休闲、活力、跨越、发展的城市
魅力，展现新登“一城山水秀、十
里花果香”的城市特色品牌形象。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朱啸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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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公司制定了涉及城区三所学校的优
化方案。
富春六小新增一条直达校门口的线路，
可以将实验小学本部与虎山校区联结起来，
但是东兴路通车条件较差，需要对部分路段
进行改建。富春八小门口将新增 625 路站
点，该线路首末站为文居街公交中心站和江
滨西大道江枫路口，将极大地方便文居街附
近老百姓出行。
从 远 期 优 化 方 案 ，交 通 部 门 有 两 条 建
议。一是贯通东兴路“断头路”后开通一条横
穿富春六小学区的公交线路，可大大提高该
校公交覆盖率。二是修建蒋家桥，提高运载
能力，新增途经富春四小门口的公交线路，进
一步解决该校学生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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