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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 天138
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香茗迎亚运 一叶知千岛

记者 章新建 见习记者 张渊凯
通讯员
···

王鸿钢
···

近日，大墅镇凤山村党支部书

记胡青田又抽空到湖畔的村污水处

理终端查看了一番。这个被绿植包

围着的污水处理终端是去年投资70

余万元刚刚新建的，不仅增加了动

力设施和消毒设施，周边环境也得

到了有效提升。

“这改造后出来的水质确实比

原先好多了。”胡青田一边俯下身看

着出水口出来的水，一边喃喃自语。

围绕“水清、无味、点绿、景美”，

我县去年安排了1亿元资金，通过

终端合并、纳厂，新建动力设施，采

用中水回用系统等措施，高质量完

成500个沿湖沿溪终端提升改造，

凤山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淳安全县有1900余套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终端，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建在沿湖沿溪50米范围之内，涉

及湖区和35条主要河道，目前我们

提升改造的终端主要是针对这一部

分。”县治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改造提升除

了进一步提高出水水质，减少污染

物排放至千岛湖之外，还有助于改

善沿湖沿溪景观，“今年，将继续投

入4500万元对23个乡镇200套沿

湖沿溪终端提升改造，提高终端处

理效率，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总量。”

此外，我县今年还将投入4000

万元资金，按照“污水全收集、雨污

全分流、处理全达标、资源全利用、

智慧全监管”的“五全”理念，推广污

水零直排村及建设100套中水回用

项目，并计划开展20个绿色处理设

施建设任务，打造在全寿命期内，具

有水质达标、资源节约、安全稳定、

运维便利、环境友好等绿色性能的

高质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

此基础上，今年我县将继续投资

6500万元开展零直排示范镇街创

建和乡镇污水处理厂改造提升。目

前，已全面开展全县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终端标准化运维。

“通过持续发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守护好这一湖秀水，并全面提

升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县治

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淳安持续发力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记者
··

陆吟
··

4月22日下午，全

省基层治理系统建设推

进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

县领导许海波、罗

孙一鸣在淳安分会场参

加。

会议指出，全面推

进基层治理系统建设，

是今年我省数字化改革

的一项重大任务。基层

治理系统设置党建统

领、经济生态、平安法

治、公共服务4条跑道，

按照急用先行原则，有

序贯通数字化改革党建

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

府、数字经济、数字社

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

六大系统相关重大应

用，着力提升基层治理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

会议强调，接下来，基层治理系统将围绕体

系构架和重点任务，迭代升级“141”体系（一中心

四平台一网格），加快建设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迭

代“基层治理四平台”，进一步做实基层网格，尤

其是要建强基层治理最小作战单元。要推进重

大应用贯通，坚持为基层赋能、为基层减负这一

导向，突出实战实用，鼓励基层创新，推动数字化

改革六大系统相关重大应用全面有序贯通。要

纵深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构建党建统

领的基层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一件事”

集成改革，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进

一步完善“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特别是超

大型社区治理方式，推动更多改革场景集成到基

层治理系统相关应用中，在“四条跑道”上跑起来，

推动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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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淳安县茧丝绸公司工作人员和浪川乡

蚕桑技术员一同将1666张蚕种发放至蚕农手

中，正式开启蚕农新一年度的养蚕致富之路。

养蚕是件辛苦的工作，孵化蚕种、防止发病、

采桑喂养，每个环节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对

于普通蚕农来说是一件劳心又费力的事情，为此

一些农户逐渐放弃了养蚕事业。

为了减轻农户负担，自2002年起浪川乡大

力推行“十天养蚕法”，以小蚕共育点为依托，通

过集中建设小蚕孵化点和“三眠”以前的小蚕培

育仓，大大缩短了普通农户的养蚕时间以及所花

费的精力，同时也大幅减少了小蚕发病的概率。

三眠以后将蚕发放给普通农户，农户只需要再养

10天左右就能结茧收茧，提高了蚕茧质量，让蚕

茧价格保持稳定。截至目前，该乡已建成小蚕共

育点6个。

前来领取蚕种的大多数都是小蚕共育点的

负责人，浪川乡马石村的王忠桃领取了200多张

蚕种：“今年我经营的小蚕共育点搬到了联欢村，

有30多亩桑园，共育点每张蚕种大概有150元

每张左右的补贴。”

来到浪川乡遂徐农场，工人们正在将蚕种拆

封，精心铺在格子里，“预计2天左右就能孵化出

小蚕。”农场负责人徐国良已经是多年的养蚕老

手，同时他也是乡里的党外致富带头乡贤，“这批

蚕种我领了260多张，小蚕培育对技术的要求较

高，等蚕种拆封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控制好室内

的温度、湿度等，孵化后还要悉心喂养，确保交到

农户手上的蚕健康。小蚕孵化后需要雇人帮忙

采桑叶，最多的时候一天需要30个人左右，基本

上都是附近村里的人，也给他们带来一些务工的

收入。”

除了建设小蚕共育点，浪川乡也通过开展技

术培训和指导等方式，提醒农户需要注意的事

项，不断提高农户养蚕的技术，保障蚕农收成，今

年以来已开展蚕桑养殖技能培训2场次，覆盖农

户100多人次。

1666张蚕种发放
浪川2022首季春蚕预计

为蚕农带来490余万元收入

记者 章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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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4月22日是第53个世

界地球日，主题是“珍爱地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县五水共治指挥

部会同王阜乡、宋村乡联合开展了

云源港流域共治和五水共治“找寻

查挖”主题活动。

云源港全长62公里，流域面积

252平方公里，是省级美丽河湖，也

是千岛湖最大支流。发源于王阜乡

与安徽省歙县金川乡境内的白际山

脉搁船尖东麓。由北而南流经王

阜、宋村两乡，于宋村乡常锦里村注

入千岛湖。近年来，浙皖两省持续

开展云源港多种类流域共治、生态

共保活动，云源港水质始终保持在I

类。

活动中，王阜、宋村两乡为各自

的治水护水队伍授旗，两支护水队

伍同步在两乡交界断面开展上下游

联合巡河，清理河道内生活垃圾、杂

草，开展河岸线范围内保洁活动。

在此基础上，两支由人大代表、民间

河长、志愿者组成的治水护水队伍

对云源港流域内的民宿、企业、农家

乐、项目工地联合开展“五水共治”

找短板、寻盲区、查漏洞、挖死角专

项行动，现场发现问题10余个，并

当场予以整改解决。两乡还邀请县

环保监测站人员开展交界断面处河

道水质监测。

现场活动结束后，王阜、宋村两

乡召开流域共治座谈会，相互交流

上下游流域共治、农村治污、找寻查

挖、绿币积分工作开展情况，现场签

订“流域共治”联防共建合作协议，

还成立“两乡流域环保治水拍客”队

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找寻

查挖”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污染河

道、破坏渔业资源等违法行为，切实

保护云源港一流水质和绝佳的生态

环境。

专项“找寻查挖”全力守护源头活水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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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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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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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红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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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鞠、射箭、投壶……4月22日，

里商乡举办了一场新颖夺目、趣味纷

呈的“宋韵亚运会”，引来无数身穿古

装的“古人”和当地老百姓一同体验其

中乐趣，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杭州亚

运会助力。

当天，是“和美向共富”里商乡第

十四届茶文化节开幕的日子，现场热

闹多彩。“宋韵亚运会”吸引了很多人

前来体验一番，“我穿着古风古韵的服

装，第一次体验蹴鞠、射箭和投壶，非

常有意思！这也算是和古人来了一次

亲密接触呀。”来自县睦剧团的陆红敏

告诉记者，她和同伴们一起过来体验

“宋人”的体育项目，既能锻炼身体，又

能修身养性，妙不可言。

蹴鞠、投壶、射箭等，它们堪称是

现代足球、射击等体育项目的鼻祖。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每人可扫码亚

运组委会官方二维码体验一次，这三

项“宋人”的体育项目还有“茶币”和小

礼品可送。“茶币”可当现金，在“宋韵

市集”上选购心仪的物品。“通过体验

这些体育项目，我得了10元茶币，得

来不容易但很高兴！”来自千岛湖镇的

徐香美欣喜地说。

而在另一旁，身穿古装的“古人”

和当地老百姓闻着茶香，一同在里商

乡环湖骑行，自在悠然，乐在其中。今

年是杭州亚运年，淳安也备受关注，绿

水青山令人留恋，环湖骑行赛道美如

画。里商乡的湖湾风光同样迷人，待

九月秋高气爽时，亚运健儿驰骋在淳

安、竞速过里商，那样的速度与美景画

面，令人期待。

那么，为何要举办这一场“宋韵

亚运会”呢？“其实，宋代的体育运动

发展很好，今年又是宋韵大年，里商

乡是很具宋韵代表性的乡镇，还有一

条具有宋韵特色的大千古街。所以，

我们想借着杭州亚运会这一机遇，也

在里商乡举办一场‘宋韵亚运会’。

同时，也让这里的老百姓看一看，一

千年以前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么来办

运动会的，达到一种探寻前世今生的

效果。”里商乡文化站站长杨永

娟说。

里商飘茶香 宋韵传千古
一场穿越千年的“亚运会”让人乐在其中

杭州2022年第19届
亚运会将于今年9月举办，
界首乡周源村、严家村是淳
安亚运分村的周边村庄。
今年以来，界首乡以党建为
引领，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化
身“施工员”“宣讲员”，下沉
一线、靠前发力，全力推进
亚运配套工程、环境整治提
升、美丽庭院建设等项目建
设，“美丽杭州”创建暨“‘迎
亚运’城市环境大整治、城
市面貌大提升”进入了冲刺
阶段。截至目前，该乡已发
动志愿者210余人，整改点
位 568处，发放宣传折页
2000余份。图为界首乡严
家村立面整治项目已完成
95％以上。

通讯员 唐家凯

迎亚运迎亚运
展新颜展新颜

喜迎亚运会 共创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