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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吴茂东
···

近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2021年度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优秀单

位的通报》，公布了2021年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综合考核优

秀的省直单位和县（市、区）名

单，淳安县荣获考核优秀单位。

2021年，我县按照乡村振

兴战略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进一步明确思路举措，完

善机制抓手，全年“三农”方面支

出达35.6亿元，率先在全市探索

“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机

制和路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了更多

淳安智慧与力量。

农业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据悉，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17.16万亩，粮食产量4.56万吨；

农作物耕作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87.1%，“中组 143”“甬优

1540”等优良早稻品种覆盖率达

100%；首创净水农业种植模式，

绿色、有机认证面积达62.61万

亩，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较

2020年分别减少231吨和7.26

吨；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结

构进一步优化，全年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41.07亿元，增幅2.7%。

美丽乡村愈加靓丽

我县已成功创建了1个省

级美丽城镇样板镇、4个省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12个省3A级景

区村，“姜家—界首”县域风貌区

入选全省首批建设试点，淳开公

路入选全国“美丽乡村路”，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持续巩固率、资

源利用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100%，森林覆盖率达78.67%，

勾勒出“村村是景点、处处皆美

景”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社会风尚持续向好

我县推广基层组织“大党

委”模式，在全县建立起总部经

济、民宿行业、在杭流动党员、亚

运会项目建设等11个功能性党

委。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矛盾

化解“136”格局基本构建。文明

村镇、文明城市等创建深入实

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实现全

覆盖，村风民风持续向好。

强村富民成效明显

目前，我县95.5%的行政村

完成“5030”消薄任务，高质量完

成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攻

坚任务，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16095元，增长16.2%，绝对

值列山区26县第四。基本医疗

保险实现市级统筹，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超过全省平均，最低生

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

等标准与杭州市接轨，农村公共

服务和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下一步，我县将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立足特

别生态功能区建设，以共同富裕

为目标，紧紧围绕“稳、优、美、

活、实”强化农业稳产保供，深化

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高质量

发展，展现淳安头雁风采。

记者
··

汪苏洁
···

通讯员
···

李晓鹏
···

5月 25日，下姜村妙方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揭牌，标志

着枫树岭镇首个家门口的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下姜村老年人从此又多了一

个好去处。

据悉，下姜村妙方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共3层，由原村两

委综合楼改建而成，一楼主体改

建为老年食堂，能满足村内所有

老年人的日常用餐；二楼功能区

包含村卫生室和休闲区等，三楼

为老年活动室，包含阅读室、乒

乓球室和棋牌室,可辐射本村和

周边村。

之前的村老年食堂因场地

有限，难以满足村里老人的养老

需求。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2021年，经省慈善联合总会牵

线搭桥，杭州下姜妙方科技有限

公司捐献100万元，开始对老年

食堂进行改建，后又升级为功能

齐全的“养老中心”，实现全村老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乐。

揭牌仪式当天，下姜村许多

老年人前来参观、体验，干净整

洁的环境、完善的设施让现场的

老年人纷纷点赞。“这里能下棋、

打牌、看书，还有老年食堂能吃

饭，菜品也都是家常菜，很可口，

我感觉非常好。”下姜村村民姜

德明开心地说。

一直以来，农村居家养老是

我县最为重视的民生问题，尤其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期间，全

面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缩小农

村和城市养老能力的差距更是

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枫树岭镇全面推进镇域内的农

村养老体系建设，通过建设村级

老年食堂、改建休闲文化礼堂

等，着力强化基层养老服务水

平，加大老年人文娱和健康需求

保障，有效提升了老年人居家养

老的获得感。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投

入使用后，全村老人乃至村民都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硬件提升带

来的便利和快乐。”下姜村党总

支书记姜丽娟表示，在牢记这份

爱心的同时，积极创新管理模

式，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真正把

下姜村妙方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建设成老年人理想的生活

乐园，建设成弘扬社会公德、展

示社会面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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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里商
乡村坑村油菜喜
获丰收，农民抓
住晴好天气采用
机械化收割油
菜，大大提高了
效率，节约了人
工成本。

记者 王建才

◎5月26日，全省职业教育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县领导江

灵强、黄青、徐夏冰在淳安分会场参加。 （记者 徐帆锦）

记者
··

郑文彬
···

5月 25日下午，县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吉，

副主任洪永鸿、叶春晖、毛夏平、

江灵强、徐香枝及委员共31人

出席会议。

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克青

参加。

会议由董文吉、徐香枝分别

主持。

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

院、县人民检察院领导，县监察

和法制司法委员会成员，县政府

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县人大机

关相关干部，派驻第一纪检监察

组负责人，乡镇人大主席列席

会议。

会议举行了《杭州市淳安特

别生态功能区条例》专题法制

讲座。

会议讨论通过了《淳安县人

大代表履职情况考核办法》《淳

安县人大代表小组集体约见国

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法》《淳安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会议成员联系代表办法》《淳

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县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办

法》《淳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依法许可对县人大

代表采取强制措施和实施刑事

审判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

规范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若干

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

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的意见》

等7项制度。

做大共富“蛋糕”拓宽共富路径
淳安汾口 擘画“产业共融全域共富”新图景

淳安荣获省级考核优秀单位

下姜家门口“养老中心”上线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

董文吉参加

以做大做强产业为底色，以

美丽城镇建设为画板，描绘出

“产业共融全域共富”多彩新图

景，是汾口镇在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大背景之下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探索路径。

作为全国重点小城镇和杭

州西大门、自古商贸繁荣的淳安

县副中心镇，汾口在打造共同富

裕的新赛道上，不甘人后。

产业强镇产业强镇
做大共富做大共富““蛋糕蛋糕””

“今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总

产值近2亿元，仅狮王服饰一家

企业便来带了 800 个就业岗

位。”拿着刚刚出炉的一季度“成

绩报告单”，汾口镇分管产业的

负责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开年以来，汾口镇的居

民明显感到了一种变化，街上的

人多了，商铺的人气也旺了起

来。这些变化，正是来自于汾口

镇全力做大做强企业，打造了美

科光电、狮王服饰等一批具有竞

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如今在

汾口工业园区，不仅有家门口就

业本地人，还有众多来自外县乃

至外省的产业工人。

除此之外，美科光电、狮王

服饰等企业还带动了汾口的来

料加工产业。“我们把一部分需

要加工的产品分到各村来料加

工点，一来可以提升产量，二来

也能帮助村民增收。”狮王服饰

车间组长余邵刚介绍说。

以汾口工业园区为龙头，汾

口产业发展实现了多点开花的

态势：中盛路桥、703酒厂等企

业入驻先锋厂区块；威谷酒庄牵

手红星厂区块，让闲置的厂房又

重新焕发活力；红卫厂区块新建

的一站式研学基地和田园博物

馆，成为乡村度假好去处……，

产业提升为汾口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也让共同富裕成为

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幸

福图景。

撬动支点撬动支点
拓宽共富路径拓宽共富路径

进村绿道沿着河道一路铺

设，一幢幢三层排屋傍水而建，屋

舍俨然，百年祠堂巍然而立……

“通过环境大整治和城乡风

貌十大专项行动，村内面貌焕然

一新，就连消薄增收的路也宽多

了。”汪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汪武

英说，在村容村貌改善之后，村

里又按照镇里“一村一品一特

色”的思路，采取“专业合作社＋

乡村休闲游”的方式，流转土地

八百多亩用于种植茶叶和水果，

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让村

集体年经营性收入大幅增加。

阡陌之隔的赤川口村，有近

500年历史的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汾口草龙”又

成了做活“党建＋文旅”文章、加

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点睛之笔”。

“‘草龙’现在真的变成了‘金

龙’了。”村党支部书记余文斗颇

为自豪地介绍说，自从村里推出

草龙研学旅游基地以来，已接待

多批次的研学旅游团队。此外，

在镇里的支持下，赤川口村与周

边4个省级文保单位实现资源共

享，串起了一条乡村旅游观光精

品线。“我们还在继续探索，把这

条非遗共富路走得更宽。”

在其他各村，借助农作物新

型种植模式，把水稻、茶叶、蜂蜜、

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作为低收入

农户增收的有效手段，探索做强

做优特色农业的共同富裕之路。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
区域合作共富区域合作共富

自2020年4月成立的淳安

西南部区块产业发展党委后，开

启了加快淳安西南旅游产业发

展，共筑全域旅游新中心，打造

全县区域旅游合作圈和浙皖省

际旅游先行区序幕。去年年底，

在淳安县西南片旅游联盟共富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来自汾口

镇、姜家镇等淳安西南片区6乡

镇12个共富项目集中签约，迈

出了片区统筹发展的扎实一步。

“区域联合对于汾口来说非

常重要，目前汾口镇四星级酒店

即将开业，高端民宿、文创街区

人气集聚配套齐全，通过旅游联

盟的带动，将会有更多的游客畅

玩汾口。”汾口镇党委书记程军

介绍说，通过深化区域旅游合

作，可以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和

整体品牌推荐，有助于塑造汾口

吃住游购娱全生态目的地，提升

整体旅游服务和品质。

与此同时，汾口镇还以党建

为引领，建立了“强村带弱村”的

村村合作联盟，鼓励强村优势产

业向弱村延伸，推进“短平快”增

收项目招引，让共富成果更上一

个台阶。

如今在汾口，丰盈起来的不

仅仅是村民的口袋，更有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期盼。诗意山水，湖

上田园，共同富裕实践的探索路

上，汾口还在继续。

(转自《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