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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盆景苗木技能竞赛举行，
35 名盆景制作选手同台竞技

做大做强富阳盆景产业

见习记者 张思文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钱梦蝶 陈柳青
11 月 21 日上午，富阳区盆景苗木技能竞赛在
万市镇古东安盆景园举行。经过激烈角逐，15 号选
手袁金富斩获第一名。
本次竞赛既是对盆景行业从业者、盆景爱好者
盆景制作技能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深入的学习
交流。来自富阳区各乡镇（街道）35 名盆景制作选
手同台竞技，在赛场争相展示自己的技艺风采。竞
赛分实际操作和成果展示两部分，其中实际操作占
70%，成果展示占 30%，计入总成绩确定个人名次，
分数高者名次列前。
一等奖获得者袁金富说：
“这次比赛非常好，通
过展示盆景技艺，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我
做盆景造型已经有 30 多年，目前家里有 1000 多盆
盆景。”前不久，袁金富在浙江省第十届盆景艺术展
上，凭借盆景作品《祥云观海》斩获银奖。
“袁金富的作品，整个造型完整度高，姿态优
美，可以看出他的制作技巧十分娴熟，整体思路清
晰。”评委王爱民说。
浙江省盆景艺术分会副会长夏国余说，从绕铝
丝是否规范、布局是否合理、画面是否美观等方面
进行评比打分。从现场来看，明显感觉到富阳盆景
的整体水平有很大提升，盆景技艺的提升需要选手
们多做、多看、多交流，才能更好地弘扬盆景文化，
发展盆景产业。
富阳的盆景文化历史悠久，兴盛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主要分布乡镇有万市、洞桥、胥口、新登、常
安、湖源、银湖和东洲街道等地，从业人员 500 余人，
拥有盆景产品 10 万余盆，产值 5000 余万元；代表作
品有郎榆、松柏、三角枫以及雀梅、梅花、山水造型
盆景，有着深厚的传统技艺基础，鲜明的地方特色

日前，新登镇开展深化潘堰村“美丽乡村标杆
点”品牌建设专题协商会议。会议汇报潘堰村美丽
乡村标杆点建设情况，详细介绍多彩田园、东山坞
文化村、产业发展等美丽乡村标杆点项目情况，并
提出打造专业运营团队、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加大
宣传推介力度等发展建议。属地政协委员、协商议
事员、五彩共富体党建联建村党委书记及部分美丽
经济负责人代表就协商课题展开深入讨论。潘堰
村还与富阳农商银行进行美丽乡村专项授信 1000
万元签约仪式。

■东洲街道

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徐柳君）近日，东洲街道禁
毒社工、禁毒志愿者联合东洲派出所针对外来
人口较多的几个村（社），结合当前防疫工作，分
批次在这几个村（社）核酸检测点以及村（社）卡
口处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在村（社）卡口处，禁
毒志愿者同卡口防疫工作人员在检测核酸的同
时，一起分发禁毒宣传折页，并提醒居民在疫情
防控期间做好自身防护，做到禁毒、防疫“两不
误”
。

■新登镇

掀起理论学习新热潮

和时代精神。通过举办盆景技艺大赛，汇聚全区各
地盆景制作高手，同台竞技，对弘扬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学无止境的攀登精神，引导激励广大花卉
盆景从业人员互相交流、提升技艺，塑造富阳盆景
地区品牌，打造新时代花卉盆景行业乡土人才队伍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万市镇为盆景产业集聚地区，有着 40 多年的发
展历史，曾荣获第十一届义乌国际森博会金奖，是
浙江省最大的树桩盆景生产基地之一。全镇现有
生产经营树桩盆景专业农户 200 多户，生产基地
1000 多亩，年制作各类大小盆景 8 万多盆、100 多个
品种。
借助美丽城镇创建东风，万市镇启动古东安盆
景产业园项目建设，一期投资 600 万元新建盆景产
业园, 联动葛溪流域 4 个乡镇，将近 6700 多户盆景
经营者引导其从单一树桩向多元盆景转型，以“盆

倾东安·景满万市”为主题，重新打响古东安盆景品
牌，以“特色产业孵化+集群化带动农户”模式，积极
探索共同富裕的山乡发展之路。如今，盆景园已完
工，
多家盆景专业户入驻，
并开展市场运营。
今年 7 月，万市镇开展“东安盆景产业园发展与
规划”民生议事堂专题活动。属地政协委员、协商
议事员、行政村党组织书记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和工
作经验，纷纷建言献策，气氛热烈，成效显著。区政
协基层协商质效评估代表认为，本次活动选题精
准、流程畅通、效果良好。
区 花 卉 苗 木 产 业 首 席 专 家 楼 君 表 示 ，接 下
来，将通过农技推广专家团队服务和协会平台，紧
密联合全区盆景从业者，在政策和技术上做好引导
和支持，
助力盆景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助力“美丽
杭州”创建，为高水平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作出
贡献。

新登专题协商美丽乡村标杆点品牌建设
通讯员 孙佳晶

新闻集束

新登镇负责人说，潘堰村的美丽乡村标杆点打
造，不仅展示出新登美丽乡村建设的最高水平，更
有力地推动新登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继续走在全
区前列。下一步，新登将继续深化潘堰村“美丽乡
村标杆点”品牌建设。对照标准抓进度，抓住当前
时机，对照节点计划，加快工程扫尾，早日通过验
收；对照问题抓整改，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抓紧做
好各项查漏补缺工作，努力把项目真正建成全镇、
全区的标杆点；对照共富抓提升，通过共富体党建
联建方式，探索村庄联动共富，抓住“标杆点”这一
独特优势，抓深化、抓提升，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做出
亮点、做出特色。

区政协负责人要求，要以被杭州市乡村振兴工
作领导小组认定为杭州市第一批共富村为契机，持
续深化潘堰村“美丽乡村标杆点”品牌建设。持续
打响“多彩田园，诗画潘堰”品牌，充分利用多彩田
园的自然资源优势、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
深化品牌建设；积极探索乡村振兴职业经理人制
度，村级运营和农村旅游发展需要专业化团队参
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助力潘堰村乡村旅游
长效发展；高品质打造东山坞文化村项目，东山坞
是千年古村，要让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美丽经济的
孵化器，助推潘堰村成为共同富裕的又一亮点和样
板。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近期，新登镇围绕
“六个学深悟透”总要求，开展“六学六进六争
先”党课宣讲活动，推出一系列有温度、显热度、
见深度的宣讲，在全镇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热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大的热情投入
到真抓实干中去。湘溪村按照活化形式、
推进学
习的部署要求，
组织动员乡村书法爱好者们用不
同书体书写党的二十大报告金句；塔山村则结
合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带领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
开展城郊结合部环境卫生整治。

■常安镇

文化礼堂传党音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玥珺）连日来，常安镇各
村文化礼堂精心谋划，依托各村各具特色的文
化礼堂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
动，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到基层，传递到
党员群众的心坎上。截至目前，常安镇各村文
化礼堂共组建志愿宣讲队伍 32 支，开展形式多
样的理论宣讲 100 余场次，
受众 3600 人次。
下一步，常安镇将持续推动“千场党课下基
层”行动，依托“富春窗·星火常安宣讲团”开展
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主题宣讲，做到队伍多
元化、方式多元化、场地多元化，形成上下联动、
全面覆盖的大宣讲格局。

■洞桥镇

疫情防控和环境整治
“两不误”
本报讯（通讯员 项轶帆）连日来，洞桥镇分
类办精准部署垃圾分类工作，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工作流程，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全流
程。同时，对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定时消杀作
业，工作人员每日对投放口、垃圾桶、分拣环境
做好消杀，并增加对垃圾桶清洗频率，做到不留
一处死角，
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传播风险。

民泰银行富阳支行与公安成功拦截电信诈骗

100 万元！帮客户保住了

11 月 14 日中午，民泰银行富阳支
行营业部经理陈波突然接到人民银行
富阳支行电话：
“ 客户面临被诈骗风
险，请立马进行止付操作，保护客户资
金安全。”当时正在开车的陈波立即靠
边停车并拨通支行电话，指导工作人
员进行止付操作。
支行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
上报分行协助处理，查询到该客户因
信 息 不 完 整 ，账 户 已 被 系 统 自 动 止
付。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家悬着的心
稍稍放下。但查询该客户其他资金情
况时发现，账上还有一笔 100 万元大额
存单面临随时被转移的风险。
情急之下，陈波立即要求对该账
户多加一层紧急止付。并通知大堂、
柜员及周边银行网点加强监测，若发

现客户到网点办理业务立即上报。在
多方联动下，最终成功拦截不法分子

的诈骗行径，避免客户 100 万元损失。
此次拦截电信诈骗的成功案例，

体现出民泰银行富阳支行对电信诈骗
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富阳支行员工
对防范电信诈骗的职业敏感度和应变
能力。近日，公安富阳分局为民泰银
行富阳支行授予“富阳全民反诈警银
协作先进单位”
。
民泰银行富阳支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支行长期秉持“想客户所想、急客
户所急”的宗旨，时刻紧绷防范之弦，
做好金融反诈工作。接下来，将开展
好“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护
好幸福家”等主题宣传活动，谨防新型
电信诈骗，用专业守护群众的“钱袋
子”，为客户打造一个放心银行、贴心
银行、百姓的银行。
王利婷 裘科慧 文

中国银行富阳银湖开发区支行开业
银湖启航，逐梦飞翔。11 月
18 日，中国银行富阳银湖开发区
支行盛大开业。中国银行杭州市
分行、富阳支行、区烟草局、银湖
街道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
表参加开业仪式。
新网点位于银湖街道富春硅
谷园区内，交通便利，设施齐全。
支行员工大部分是“90 后”青年，
将为客户提供更加贴心、快捷的
金融服务。参加仪式的杭州富春
硅谷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利波

表示，祝愿中国银行银湖开发区
支行事业蒸蒸日上。在接下来的
合作中，银企双方既有战略上的
共同点，也有互补性的需求，一定
会取得显著成果。
中国银行富阳银湖开发区支
行行长陈彬表示，富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作为富阳产业强区的主阵
地、融杭融廊的桥头堡，银湖开发
区支行必将围绕中行“全球一流
现代化银行”发展目标，更好地服
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客户体

验感。
中国银行富阳支行行长王军
营表示，银湖开发区支行是一个
朝气蓬勃、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
的新兴支行，必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 神 为 引 领 ，蓄 势 而 动 ，乘 势 而
起，以青春赋能，以创新引领，坚
持强基固本，务实笃行，以饱满的
热情与良好的工作态度做好普惠
金融工作，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
的金融服务。
王利婷 赵晖 文

简讯
杭州银行富阳支行：

守好红色根脉
传承红色基因

近日，杭州银行富阳支行党支部开
展“守好红色根脉 传承红色基因”党员固
定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走进富
阳新登战役纪念馆，
踏寻先辈红色足迹。
党员们先后参观详细记录新登战役
艰辛历程的 5 个展馆，包括“铁的新四军”
“新登战役经过”
“ 军民团结 胜利之本”
“ 烈 士 英 名 永 载 史 册 ”，重 温 新 四 军 以
7000 兵力在浙西古城新登反击国民党 79
师和突击一队的光辉岁月。先烈们为了
党和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在场
每一位党员，纷纷表示将从党的革命实
践中汲取前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为民服务宗旨。
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激励和鞭策全体党员强化使命担当，将
学习红色历史融入到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将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延续至新
时代、新征程，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杭银
力量。
王利婷 沈含青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