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昨日，
“骑游春天”活动在万市镇举行。这是
味道山乡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也意
味着 2019 第三届环富阳骑游大会活
动启幕。副区长孙洁参加并宣布活动
启动。

此次活动共有800多人参加。活
动相关负责人姜国宏说：“参加活动的
人，70%来自富阳以外的地区，其中包
括十几位国际友人。希望借助此次活
动，向外地游客展现万市镇的生态美
景和乡村游等休闲活动。”

为满足不同水平的自行车骑行爱
好者需求，骑游活动分为全程组、半程
组和休闲组三组。全程组路线全长
165 公里，预计 8.5 小时内完成；半程
组路线全长78公里，预计6小时内完
成；休闲组路线全长 20 公里，不设定
完成时间。骑游爱好者从万市镇出
发，根据组别沿不同路线经洞桥、胥
口、新登、新桐、场口等地，最终返回万
市镇。

万市镇骑行道起于万市村金鸡

堰，终于方里青岭头（知勤谷），全长
20 公里。沿线有葛溪集镇段生态景
观工程，新民陈安栈道、新民葛溪山庄
（田园餐桌特色点），平山省级流域水
文站徐畈站、灵隐洞山脚，罗宅廊桥、
高老庄拍照点，方里青龙峡漂流、大青
知勤谷等人文景观。

孟宪封来自杭州，报名参加的
是半程组比赛，从万市镇到胥口镇，
他骑行了半个多小时。他说：“一路
骑过来，美景尽收眼底，赏心悦目。”
陈振华是第一次到富阳参加这样的
骑游活动。他说：“富阳山区环境
美，人也热情，骑下来感觉挺舒服
的。”

据悉，此次活动以骑游为载体，
以新登、胥口、洞桥、万市等山乡为
媒，以特色景点、精品村落、风情小
镇、历史文化、踏青赏花、杭派民居等
为看点，突出乡土乡风乡情，组织游
客看山戏淘山货、吃山珍住山房、登
山道观山景，展示富阳乡村振兴成
果，助力葛溪流域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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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4月11日至
15 日，中国国民党参访团来富阳参观
交流，畅叙两岸同胞亲情，密切两地联
系交流。区领导吴玉凤、仰中旻、方仁
臻参加活动。

4 月 12 日，在区领导的陪同下，中
国国民党参访团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
里山镇安顶山、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富
阳的美景、扎实的工作、热情的接待给
台湾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2 日上午，参访团一行走进里山

镇，徒步穿越安顶山古道，游览了云雾
茶基地核心区以及安顶山大田档观景
台。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李东成说：“很
荣幸能够来到风光明媚的安顶山，看
到满山的樱花、翠绿的茶叶以及勤劳
的采茶姑娘，我被这里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淳朴的民俗民风深深吸引。希望
今后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制
茶、饮茶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实现互利
共赢。”

12 日下午，参访团一行走进东洲

街道黄公望村，参观了党务村务财务
公开栏，听取了村庄基本概况介绍，领
略了富阳新农村建设的美丽风光。中
国国民党党代表王雪燕感慨道：“黄公
望村山清水秀，村民热情好客，漂亮的
民居被一个个小花园环绕，一家家农
家乐掩映在柿子树下，处处透着‘居然
隐者风’的意境。”随后，参访团一行走
进“海峡两岸交流基地”黄公望隐居
地。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元代大画
家黄公望的旷世巨作《富春山居图》深

深映入参访团一行的眼帘，令他们仿
佛置身于数百年前黄公望先生执笔作
画的情景。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这里更承载了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共
同发展的梦想。

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姜礼鸿表示，他
经常来富阳，每次来感觉变化都特别
大。他说，两岸同胞同心同向、隔山隔
水难隔心，希望两地加强交流沟通，深
化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造福
两岸同胞、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国民党参访团来富参观交流

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昨日，味
道山乡大会“和你我有约”活动走进
杭州运河文化广场，富阳以最具山乡
味道的大戏和美食向杭州市民发出
邀约：“欢迎到富阳味道山乡走亲结
亲。”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芬参加
活动。

夏芬热情地向杭州市民介绍了富
阳的基本情况。她说，去年以来，富阳
相继举办了乡村百花大会、富春江江
鲜大会等主题文化活动，掀起了“富阳
游、游富阳”的热潮。今年，葛溪流域
的四个镇联合举办味道山乡大会，别
有一番风味。夏芬代表富阳发出盛情
邀约：“味道山乡的水很清、山很绿、人
很美，道路整洁、庭院幽静、空气清醒，
味道山乡好看、好吃、好住、好玩、好
购，味道山乡有勤劳善良淳朴的500户
农家等你来串门、等你来结亲。”

据悉，本次活动由富阳区委宣传
部、拱墅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四镇代表为家乡吆喝
运河文化广场上，杭州市民被舞

台上的演出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
对于杭州市民来说，这场活动很新鲜，
每一个节目都带着富阳山乡的诚意，
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用心的交
流。新登、胥口、洞桥、万市四镇代表
分别上台，为家乡吆喝。同时，每个镇
都带来了当地的一首原创村歌，用歌
声传递山乡美。

新登镇双江村是富阳唯一的少数
民族村。来自该村的蓝练根一家上台
介绍家乡，并用畲族语言向大家问候，
用一曲畲族敬酒歌展示当地文化。来
自胥口镇的施久亮扮起导游，向观众
推荐胥口游玩攻略。来自洞桥镇的四
位妇女，拿着锅碗瓢盆上台，用三句半
的形式推荐状元故里。来自万市镇的
村民推着“暖碗”上台，邀请到味道山
乡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尝。

现场还举行了结亲活动，来自味
道山乡的九妹、徐芳两人与杭州两位
市民成功结亲。九妹带来了山乡特产
——银杏果子、香干、笋干，还有自制
的麻糍，徐芳则带来了前一天采摘和
炒制的高山茶叶，送给城里的结亲家
庭。作为回礼，杭州两位市民分别赠
送了字画、书籍和个人艺术作品。

互动游戏还能这么玩？与酒酿馒
头来一个三连拍，发朋友圈点赞拿奖
品；抱起山乡出品的毛笋，徒手估计重
量，最接近者可以拿走；一只碗里装美
食，能装多少就拿走多少……现场市
民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山乡美食卖断货
“民以食为天。”来自富阳山乡的

美食大受杭州市民欢迎，现场品尝、打
包带走，美食展销区人头攒动，不少摊
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我刚买了四斤笋干，一袋酒酿馒
头。”87岁的杭州市民朱琳玉说，以前

坐公交车到富阳玩过，印象中富阳是
个山好水好的地方，美食也很好吃。
沈永华的家就住在运河文化广场附
近，他的双手拎满了山乡美食，大部分
是酒酿馒头。“每次去富阳都要买酒酿
馒头，得知在杭州有展销会，一大早就
过来了。”他说，有朋友住在万市镇，每
年都会去好几趟，春天挖笋、秋天赏银
杏，“山乡空气好，平常还会找朋友爬
爬山，放松心情”。

开售 1 小时，4000 个酒酿馒头就

卖断货了。“没想到这么火爆，已经紧
急加货了，正从富阳运过来。”摊位负
责人郎军峰说，酒酿馒头一直很受欢
迎，关键原因是纯天然、健康。虽然卖
完了，还是有不少市民前来询问。

龙门油面筋、米酒、黄牛肉，永昌
臭豆腐，新登大麻子烧饼，万市米果
……每一个摊位前都站满了消费者。
除了富阳当地美食，作为富阳的帮扶
地区，贵州锦屏县的特色产品也出现
在当天的展销会上。

“味道山乡”走进运河文化广场，向杭州市民发出邀约——

500户农家等你来结亲

“骑游春天”活动昨举行
展示富阳乡村振兴成果，助力葛溪流域联动发展

书记谈巡察

区委第三巡察组于2018年7月正式进
驻我镇开展巡察，并于 12 月进行了全面反
馈。反馈的相关问题全面客观，直指核
心。巡察整改势在必行，利剑出鞘无往不
利。尽管一开始对巡察工作有些“谈虎色
变”，部分干部甚至表现出恐慌、抗拒、逃避
等抵触情绪，但是作为单位“一把手”，我首
先从自身做起，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
毒”的勇气，抓小抓早，认真开展自查整
改。随着整改工作的深入，干部的心态、作
风也逐渐转变，这不仅体现在巡察整改工
作的本身，也体现在平时工作的方方面
面。干部在日常工作交流过程中，“巡察”
两个字出现的频次更高了，工作决策部署
中对风险防范的意识也加强了。半年以
来，我能明显感受到镇党委统揽全局能力
的改善，镇村干部政治意识、规矩意识、执
行力的提升。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善和提
升，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征地拆迁等镇
村中心工作中发挥出了明显的作用，一场
场硬仗的胜利，实打实地体现出巡察工作
的成效。

巡察是一次全面深入的体检。巡察组
的认真细致、巡察的全面深入，着实让我始
料不及。大到镇党委要强化政治意识、全
面从严治党，小到机关要加强支部建设、活
动台账要健全，不仅指出了党委已知的缺
陷和短板，也发现了我们没有重视的问题
和不足；不但解决了一些转型发展的方向
性问题，也归纳了制度保障的细节性问
题。巡察给予了镇党委整改的强大外在推
力，成为我们下定决心“自我革新”的内生
动力。

巡察是一柄整治顽疾的利剑。手握巡
察整改的“尚方宝剑”，整改了一直想改但又
迟迟没改的问题。比如领导班子成员参加
机关党组织活动到会率不高的问题，以前总
是认为班子成员平时业务工作繁忙，对这类
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采取实质性
的整改措施。巡察组反馈该问题后，不需要
我提醒，班子成员无论工作有多忙，参与党
组织活动的自觉性都明显增强。再比如镇
村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我们健全完善了镇村
干部考核办法，从最小的开会纪律抓起，逢
会必督查，督查必通报，会议纪律得到了明
显改善。可以说，“巡察”的利剑所到之处，
无往而不利，充分保证了我镇巡察整改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巡察是一把严明规矩的标尺。在我
的带头下，班子成员都能够自觉对照要
求，在面对一些以往模棱两可、自认为可
行的决策事项时，不再是随意糊弄过去，
而是凡事必先考虑“巡察”。“情况属实”

“同意支付”不再随意下笔，“三思而后行”
成为常态，“巡察”成为衡量干部行为规矩
的标尺，真正让“严纪律、明规矩”深入到
每一名干部心中。

规矩的标尺
顽疾的利剑

胥口镇党委书记 周延军

胥口镇党委书记周延军参加农村饮用
水工程通水仪式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巫立
康）4月12日上午，富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召开杭州银湖科技城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动员大会，全面整治银湖科技城范
围内“六乱”现象。区领导、开发区管委
会主任许玉钧参加会议。

根据会议部署，开发区将联合银湖
街道、区城管局、公安富阳分局、区住建
局、富春山居集团等部门，大力整治银

湖科技城范围内车乱停、菜乱种、线乱
拉、房乱搭、垃圾乱倒、工地杂乱现象，
力争通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破
解难题、规范管理、完善机制、提升形
象，努力让银湖科技城环境美起来、靓
起来。

许玉钧说，开展银湖科技城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既是改善村居环境的需
要，也是开发区环境发展的需要，更是

提升干部治理能力的需要。开发区全
体干部职工要围绕“洁化序化美化靓
化”的目标，加大环境综合整治，着力打
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季季有绿、四季
有花、温馨文明、花园式的科技新城。

许玉钧表示，要控制源头，管控好
工地、整治好砂场点、严管“三超”车辆，
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环境问题产生。要
疏堵结合，坚持长短结合建立停车场，

利用杠杆机制加强调节引导，逐步缓解
停车难、停车乱问题。要消除视觉污
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加大力
度拆除违建、清运垃圾、清除荒草、整治
村庄。要形成合力，各相关部门要抽调
力量集中办公，打造一支精干的执法力
量，共同推动银湖科技城环境向整洁有
序转变。

结亲人员互赠礼品

开发区启动银湖科技城环境综合整治

骑行现场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张帆）为
促进全区电子商务良好发展，学习数字贸易
新模式、新业态，4月12日，区商务局组织相
关部门、电商园区运营单位和电商企业人员
赴义乌参观2019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暨数字贸易博览会。

此次博览会是国家级电子商务博览盛
会，以“数字贸易新时代、电子商务新机遇”
为主题，设数字贸易展区、知名电商平台展
区、跨境电商展区、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展区、
社区电商/移动互联网展区、农村电商展区、
品牌网货展区等，为电子商务企业搭建合作
交流平台。

近年来，富阳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
工程”，加大数字经济产业扶持力度，坚持政
府、企业、社会同向发力，推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

去年以来，区商务局围绕“服务广大企
业、搭建资源平台、助力电商上行”的工作宗
旨，汲取电商龙头的发展经验，提高传统企
业的电商意识和操作技能，探索新零售、农
村电商发展思路，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电子商
务产业服务工作，累计实现国内网络零售额
95.7亿元。

区商务局组织参观中国国际电
子商务博览会暨数字贸易博览会

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