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金许斌 吴霞 记
者 寿光晓）这两天，杭州富阳富春湾
大道（一期）顺利完成隧道基坑土方开
挖，标志着现有隧道工作面全部进入
主体施工阶段。

作为杭州拥江发展的重要战场和
阵地，富阳区提出“城区 15 分钟能进
出快速路系统，城区20分钟能进出高
速公路系统，助力城区30分钟生活通
勤交通圈”的区域交通目标，富春湾大
道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该项目建设采用硅砂雨水收集利
用系统技术，实现雨水自然积存、自然

渗透、可持续循环等功能，建成后将成
为富阳首条“会呼吸”的城市景观大
道。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4
月20日进入土方开挖施工阶段以来，
共计开挖方量 118 万立方米，足足装
了 59000 辆渣土车，克服了沿线厂房
及管线迁改进度缓慢、土方外运量无
法满足现场实际需求等难题。

下一步，工程正式进入主体施工
阶段，项目部将严格按照施工进度稳
步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春节前其他
重大节点。

杭州富阳富春湾大道（一期）顺利完成隧道基坑土方开挖

这条“会呼吸”的景观大道进入主体施工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陈卿
徐炜）为坚定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加快实施“五优联动”、构建现代化粮食
产业体系，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营造节粮爱粮的社会新风尚，提高农民
种粮收益和积极性，“‘庆丰收 倡节粮
筑粮安’2020年‘富阳新米’庆丰收系列
活动”即日开启。

活动由杭州市富阳区粮食安全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主办，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区农业农村局、富阳日报社、杭州
富阳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区粮食协

会、区餐饮协会协办，由丰收第一课·“一
碗饭背后的故事”、2020年“富阳新米”
庆丰收暨直供直销推介会两部分组成。

“丰收第一课”活动，将课堂搬到了
田间地头、搬到粮食加工第一现场，让
学生们走进稻田体验粮农劳动与丰收
的喜悦，走进粮食收储公司了解粮食
加工始末与今年晚稻收购情况，走进

“富阳区第一粮库”（区中心粮库）感受
现代储粮技术的先进，从全产业链意
义上了解“一碗饭背后的故事”，助力
营造节粮爱粮的社会好风尚。

2020 年“富阳新米”庆丰收暨直供
直销推介会，将为市民搭建富阳新米的
直供直销“严选”平台，种粮大户们会以
现磨、现煮、现售的方式展示本地优质
新米，更有专业人士提供农产品相关农
技知识解读、优劣米辨别等“冷知识”现
场解答，让市民买到安全放心、软糯可
口的好大米。

◎“丰收第一课”活动征集令

征集对象：六年级以下青少年儿童。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11月26日。
活动时间：11 月 28 日（周六）下午

半天。
活动内容：赴渔山乡粮食功能产区

感受千亩稻田的丰收喜悦，听种粮大户
周午福讲一课；赴区粮食收储公司了解
粮食加工始末与今年晚稻收购情况；赴
富阳区中心粮库感受现代储粮新科技。

报名方式：编辑“姓名+学校+班
级+报名丰收第一课活动”发送至邮箱
fyrbzzh@163.com，报名成功以收到短
信回复为准。

庆丰收 倡节粮 筑粮安

2020年“富阳新米”庆丰收系列活动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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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琳婷）昨晚，“富春
山居·味道山乡”大比武活动专家评委
集中比武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区领导

夏芬、孙洁参加。
11月17日至11月19日，专家评议

组对散布在24个乡镇（街道）的味道山
乡六大组团里的 30 个考评点进行踩
点。会上，专家评议组对近几年的乡村
振兴工作表示肯定，并交流了相关经
验，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夏芬说，乡村振兴道路要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从区域性的百花大会到

如今的味道山乡六大组团大比武，带动
美丽经济发展，让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
活。乡村振兴道路要始终坚持探索和
实践，部门和专班要进一步统筹资源，
发挥全区力量助推“富春山居·味道山
乡”品牌；乡村振兴道路要始终坚持思
考，让“富阳探索”走得更远；乡村振兴
道路要有所突破，破解乡村发展的共性
问题，走出乡村发展共性对标之外的个

性道路。
夏芬说，乡村振兴工作任重道远。

下一步，富阳要走出适合自己的“富阳
道路”，丰富乡村振兴的文化产品。富
阳有期待也有信心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富阳智
慧”。

“富春山居·味道山乡”大比武活动专家评委集中比武情况反馈会议召开

实现乡村振兴 富阳有期待也有信心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徐戈
骅）昨日上午，浙江（富阳）食药质量安
全工程研究院签约、挂牌仪式活动在浙
江农创客小镇举行。区领导钟永明、王
龙华参加。

浙江（富阳）食药质量安全工程研
究院项目由富阳区政府与浙江工商大
学共建，选址东洲街道农创客小镇。
该项目秉承“特色、融合、协同”的主基
调，将充分发挥省内高校在基础研究

和人才聚集方面的优势，紧密围绕富
阳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优质中药材
全链聚合资源，挖掘区域经济发展新
动能，深化数智赋能工程，致力于实现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轮驱动”，加
快推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迈向中高
端水平，为促进富阳乃至浙江区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结出政校
合作的新硕果，成为政校合作的新典
范。

仪式上，区委常委钟永明表示，富
阳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
深厚的人文底蕴，也积淀了灿烂的中
医药文化。浙江（富阳）食药质量安全
工程研究院设有食药产业发展技术研
究所、食药智能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
研究所、新型电子商务研究所等机
构。后期将建设浙江道地有机仿生中
药材线上标准合约交易平台，通过配
备中药材质检、金融和物流等配套服

务开展智能快检、道地性认证（交易
品质量标准化）、供应链金融和数据
分析服务，打造道地有机仿生中药材
线上标准合约交易平台，形成富阳中
药材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数字化转
型方向，建成数字赋能中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浙江模式和示范窗口，为浙
江“率先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作出贡
献。

浙江（富阳）食药质量安全工程研究院项目正式挂牌

致力形成富阳中药材产业新利润增长点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胡澄之）为进
一步推介富阳的投资环境，展示银湖科技城、硅
谷小镇的数字经济产业基础，打响我区AIoT（智
能物联）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富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在今明两日与省人工智能
学会合作举办 2020 中国首席技术官大会暨中
国（杭州）AIoT未来论坛。

“中国首席技术官大会”是国内知名的技术
盛会，旨在为IT和互联网相关领域企业的首席
技术官、技术总监、总工程师、研发总监、技术部
经理、产品经理、系统架构师、高级技术专家等
技术精英人群提供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至今
大会已连续召开5年。

AIoT即“AI+IoT”，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在
实际应用中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中国AIoT
未来论坛”创始举办于2019年6月，旨在为AI、
IoT 相关领域的院士科学家、首席技术官、
CTO、CIO、工程师和创业者提供一个 AIoT 未
来趋势交流和创新思想碰撞的平台，展示发布
高水平的 AIoT 创新成果，共同促进国内 AIoT
技术的融合发展。

此次2020 中国首席技术官大会暨中国（杭
州）AIoT未来论坛会议将邀请知名专家及国内
知名企业高管参会，设置AIoT+制造、AIoT创业
项目路演、AIoT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等多个环节。

2020 中国首席技术官大会暨
中国（杭州）AIoT未来论坛

今明两日在富举行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张辰）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全国以及省市关于认真做好秋冬季
防灭火工作的相关精神，11月16日，区森防办、
区农业农村局召开富阳区森林消防业务培训暨
第三十四个防火期森林消防工作推进会议，全
区各乡镇（街道）林管员、森林消防队长、国有林
场负责人共计50余人参加。

会议就前期布置工作各地执行情况、森林
消防队伍考核情况、当前存在的不足等进行了
总结通报。

会议要求各地各级森林消防队务必认清当
前严峻防控形势，始终绷紧防火弦，以高度政治
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压实防火责
任、管护责任、包干责任和监督检查责任，组织开
展联防联治、群防群治等措施，扎紧森林防火网
络，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维护林区安全。

会议还围绕提高安全扑救意识、提升科学
处置能力等开展了业务培训。

森林消防工作
推进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丁耿伟）日前，
2020年杭州市富阳区农业科技推广项目验收评
审会议在区农业农村局召开。本次项目验收评
审邀请了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杭州市农科院等三个单
位的5位正高级以上专家作为项目评审专家。

今年共有22个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参加了验
收评审，其中由富阳区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团队
承担的项目13个，农业主体承担项目9个。项
目涵盖了粮油、林业、水果、茶叶、植保、土肥、畜
牧等多个产业，为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在富阳
的推广示范做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

现场，专家听取了项目单位的项目汇报后
开展点评，并给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经过验
收评审，22个项目均通过验收，专家对项目实施
的意义和取得的成果表示充分肯定，也给部分
项目的试验方向和试验设计提出了很多宝贵的
意见建议。

22个农业科技
推广项目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