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沙大道600号的疫苗接种方仓内，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疫苗接
种是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保障全民健康的有
效措施之一，未来我区将继续强化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共筑共建“免疫长城”。

记者 童志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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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戴媛 通讯员 邹晏

“米面、蔬菜、水果供应是否充
足？”“冷链产品消杀是否到位？”近
日，区发展改革局价格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对区内的华润万家生活超
市、下沙农副产品综合市场、河庄城
皇庙商店等商超进行市场巡查，实
地走访调研粮油、蔬菜、肉蛋奶等重
要民生商品储备、销售和价格情况，
并详细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期
间保供稳价和食品安全工作所采取
的措施。

“没有出现哄抢物资情况，之前
有人说要囤米面，我跟他们说粮油

米面管够，一个电话供应商就送货
过来，完全不用担心。”河庄城皇庙
商店负责人高尔荣表示。同时，在
下沙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入口处的大
屏幕上，我们也能看到提醒消费者
不抢货、不囤货的温馨提示。

从巡查情况看，我区粮油市场
价格平稳运行，蔬菜供给充足，价格
波动不大，肉类、鸡蛋、水产品价格
涨跌有序，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
足、购销两旺，商品市场秩序良好。

在华润万家生活超市（义蓬
店）巡查中，记者发现超市货架上
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并设有
民生保供商品专区。据该店销售

经理蒋栋材表示，作为保供的骨干
国有企业，即便部分商品原产地出
售价格受各类外部因素影响出现
上涨，但公司会通过压缩自身利润
来最大限度控制商品零售价波
动。同时，华润万家始终把食品安
全放在首位，根据疫情动态及时完
善防疫举措，重点加强对经营生鲜
及进口冷冻产品的门店和生鲜配
送中心的疫情防控以及员工健康
跟踪，严格执行生鲜及进口冷冻商
品的溯源管理和消杀工作。

商超作为民生商品流通的最
后环节，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
响最为直接。今年以来，区发展

改革局价格服务中心依托杭州市
价格监测系统和我区价格监测点
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粮油”
四大类民生商品价格进行动态监
测，并以日报、周报、月报形式制
定我区疫情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监测报表，通过“钱塘发改”公
众号予以对外发布，截至目前，已
累计发布13期。

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市场价格
监测和市场巡查力度，密切关注
市场价格动态，协调会同有关部
门扎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

“菜篮子”“米袋子”供应稳定

我区持续加强市场巡查和价格监测

■记者 谭敬
通讯员 徐莎莎

无障碍停车位，是指为
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
的机动车专用停车位。为
方便辖区残疾人生活和出
行，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
作，今年4月以来，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推进辖区内无
障碍设施建设不规范的停
车场专项整改。截至目前，
全区已完成88个无障碍停
车泊位改造。

本次无障碍停车位改
造主要包括亚运场馆周边
社会停车场、亚运击剑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下沙校
区）停车场、文苑风情2号
大街停车场等 8 个停车
场。改造内容包括新增、翻
新无障碍标志标识，并增加
引导标志，方便残疾人停车
与出入场库。根据无障碍
设计规范要求，按照2%的
配比在停车场靠近直达电

梯的位置设置了无障碍泊
位，泊位的一侧设置了宽度
不小于1.2米的通道供乘轮
椅者通行。

据悉，在整体提升改造
过程中，根据《杭州市无障
碍环境改造标准指导意
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成
立停车管理小组，对辖区内
社会停车场的无障碍设施
进行全面排摸；并邀请专家
进行现场指导，召开现场会
议等，确保无障碍改造改出
成效。

目前，88个无障碍停
车位已全部投入使用。接
下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继续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对
无障碍停车位标识不清、设
置不合理、缺少引导指示、
轮椅安全通道不够宽、无障
碍泊位被占用等问题进行
检查并督促整改，以全面提
升城市的无障碍保障水平，
为特殊群体出行打通“最后
一公里”。

我区今年已改造无障碍停车位88个

■记者 董笑瑜 余梦梅
通讯员 喻萍萍 平碧莹

近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文化
和旅游厅联合发文公布了全省2022
年“浙里田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名单，我区“田城汇”休闲
之旅田园村韵精品线榜上有名。

“田城汇”田园村韵精
品线项目位于河庄街道，
规划总面积约15.54平
方公里，包括江东村、
围中村、新围村、文伟
村、新创村、新江村
等六个区域相近、产
业相关、人文相亲、村
情相仿的村庄。六个
村紧扣“农业休闲观光”
主题，构建田园综合体，将
六村旅游休闲项目有机结合，既
是精品农村旅游线，更是“美丽经
济”共富产业带。按照“一村一品”
的发展理念，六个村分别划分为智
慧漫居、田园品鲜、钱塘耕韵、围垦
听潮四大板块，各个村集体之间通
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统筹各村的
致富密码，促进农业旅游、特色产业
发展，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双
增收，汇聚成一本钱塘特色的共同
富裕画集。

在这条“美丽
经济”共富产业带

上，江东村倾力打造
的“闲梦江东”农业综合

体更是其中翘楚。在约19公
顷的耕地上，水稻、小麦、油菜、葡
萄、橄榄等多种作物蓬勃生长，每到
春天，多姿多彩的油菜花能引来大
批游客前来观赏。“闲梦江东”将产
业发展与田园风光深度融合，推动
农业迭代升级，为江东村经济带来
增收。

同时，据江东村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全市首批入选的美丽乡村
国际旅游体验点，江东村还将充分

落实“一套外文形象标识、标牌”“一
个旅客中心”“一名外文旅游讲解
员”“一家精品民宿”“一桌乡土菜
肴”等十个方面相关配套提升工作，
以更具“国际范”的农旅发展带动共
富建设。

移步换景，在围中村，升级改造
后的“五米田园”从最初的单纯租地
农事体验升级为集文化、农业、科普
于一体的新农业综合体，游客可以
在这里体验包含水枪射击、射箭、小
动物喂食、划船、种菜等在内丰富多
彩的农旅活动。在刚刚过去的“五
一”小长假，“五米田园”共接待游客
约1200人次，带动了一波乡村游风

潮，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了坚
实助力。

而新围村与新江村则进一步
立足当地产业特色，打造品牌效
应。在新围村，远鸿花卉种植基
地集结了上百个品种的蝴蝶兰，
以及孔雀草、太阳花、海棠等时令
花草，它们争奇斗艳、姹紫嫣红，
形成一片梦幻的七彩海洋。除了
供游客游览外，每年从这里进入
花卉市场的蝴蝶兰有五六十万
株，年产值达 1500 多万元，远销
全国各地。在新江村，依托四季
草莓种植为基础打造莓香风情
街，整合草莓产业链，打造草莓文
化旅游创意品牌拉动特色餐饮和
民俗体验产业发展。

“目前，新围村的麦腾生态园、
新创村的果蔬采摘、文伟村的‘爱
心菜园’等‘一村一品’相关项目也
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中。”河庄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河庄街道将继续以

‘田城汇’为依托，构建集观光、休
闲、旅游、农事体验、农产品购销等
于一体的农旅精品线，进一步释放
美丽乡村的经济活力。”

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加强农
旅线路打造，将“田城汇”打造成为
钱塘区区域农旅产业提升的新引
擎，杭州市营造“田城”共生共享、
都市田园综合体的新典范，浙江省
塑造乡村振兴“农旅线”示范的共富
标杆。

记者 方波 摄

立足乡村特色 绘就“共富”底色

钱塘“田城汇”上榜“浙里田园”

本报讯 近日，市生态
环境局钱塘分局牵头召开
全区生态环境领域信访分
析会。区委政法委、区教育
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区建投集团、
区城发集团、区重大交通项
目办，各街道办事处信访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钱
塘分局对全区生态环境领
域信访积案化解和访源治
理攻坚进展情况进行逐项
通报，并听取了各部门涉生
态环境领域信访事项处置
化解情况，为进一步做好市

“七张问题清单”化解销号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

识市“七张问题清单”销号
化解推进工作的重要性；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时刻为老百
姓考虑，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好老百姓关心的生态环
境问题；要明确目标，致力
攻坚，科学谋划化解方法，
防止重复投诉；要完善举
措，注重时效，对每件信访
事项拿出务实办法，注重
源头化解，一件一件盯办，
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化解工
作。要摸清底数、掌握数
据，及时梳理重点信访问
题、涉及亚运工程信访件、
重复投诉信访件，酌情核
减，为妥善化解各类矛盾
提供有力的依据。

（卢楠 陈悦辉）

我区召开全区生态环境领域
信访分析会

本报讯 5 月 18 日上
午，省水利厅一行来我区调
研指导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工作。

调研组首先考察江东
农场二分场1号机埠提升
工程。江东农场二分场1
号机埠位于观十五线北侧
六二直河边，机埠灌溉控制
面积 550 亩，全部种植小
麦、水稻等粮食作物。今
年，由新湾街道牵头大力推
进江东农场二分场灌溉机
埠的更新升级，投资43.45
万元，对原机埠的外立面、
内部及周边环境等方面进
行整体提升，更换老旧水
泵，并配套了计量设施及相
关标识标牌，工程面貌焕然
一新；同时，按照“谁管理，
谁负责”的原则，由街道委
托杭州江东农场开发有限
公司开展机埠日常管理，做
到“管养分离”，并按照考核
情况直接下达奖补资金，工
程维养再上台阶。

调研组对我区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工作表示肯定，
调研组指出，开展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是打通农田水利

“最后一公里”，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实
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钱塘拥有广袤的农田，更加
需要重视水利设施建设，进
一步夯实农田水利，滋润千
顷田畴。

今年以来，我区以“民
生实事”为契机，持续深化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推
进农业灌溉工程更新升级，
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惠民
生。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
15座民生实事农业灌溉机
埠验收工作。接下来，我区
将进一步把农田水利这项
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真正
实现水利兴、仓廪实、农业
稳、民安居，为我区实现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奠定坚
实的水利基础。

（余梦梅 周炳炳）

省水利厅一行赴我区调研指导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本报讯 19日上午，区
纪委先后考察文淙路—文
涛路迎亚运道路整治工程
和文海南路“清廉示范点”
建设情况，并参观了城发集
团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随后
召开座谈会。

会上，城发集团相关负
责人汇报2021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落实情况及2022
年重点工作举措。会议指
出，集团成立至今，积极按
照区纪委区监委对纪检监
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部
署，加强作风建设，完善廉
政制度，注重廉政教育，尤
其是在“清廉城发”“清廉示
范点”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

果，营造了良好的“清廉国
企”氛围。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
识加强国企从严治党的重
要性；要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
认真排查风险，加强廉政
防范；要积极打造“清廉国
企”示范和样板；要加强下
属单位的管理和监督。通
过责任互联互通、压力传
导通畅、齐抓共管形成合
力，切实将党风廉政建设
与业务深度融合，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队
伍建设能力，更好展现钱
塘国企排头兵担当。

（陈霞）

区纪委调研城发集团党风廉政建设

■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严志鹏

“今天太高兴了，领到了全区第
一张优待证，感谢政府对我们的重
视和关心，入伍当兵是我这辈子最
骄傲的事情！”5月18日上午，在新
湾街道共建村村委会优待证首发仪
式现场，74岁的退役军人孙官相双
手接过优待证，激动地说。

这张小巧而精致的“红色名
片”，是持证人彰显荣誉的载体、享
受优待的凭证。优待证具有彰显荣
誉、身份识别、待遇落实、服务管理
等多方面功能，优待证申领发放工
作是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
据了解，全区目前共有7个街

道、107个村（社）退役军人服务站，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共6135
人。为进一步提升钱塘区广大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荣誉感和自
豪感，今年3月17日起，我区全面推
进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建档立
卡及优待证申领工作。

为更好地聚焦和落实优待证申
领发放工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
了以局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推动工
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同时建立了通报
检查制度，每周对各街道建档立卡和
优待证申领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通

报，动态把控各街道工作进度。除此
之外，多角度宣传建档立卡和优待证
申领工作以增加知晓率，对高龄、患
病、行动不方便人员，组织服务站人
员入户办理。考虑到工作日无时间
申请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还
采取发放《优待证申领手册》、电话告
知等方式，预约开展信息录入和申领
工作。截至目前，我区退役军人建档
立卡录入已提交3295份，优待证录
入申领3680份。

同时，银行对优待证发放工作也
给予了大力支持，将服务送上门，在
优待证申领办理中派出了工作人员
直接参与了申办工作，当场为孙官相

开通了相关服务和业务，并细致地讲
解了优待证所享有的“福利”。孙官
相高兴地表示：“服务一步到位，让我
对优待证的用途更加明晰了。”

小小优待证，满满尊崇感。退役
军人优待证的开领，标志着我区退役
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发
放工作全面启动，后续其他优待证也
将陆续送达。“接下来，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继续汇聚各方力量，健全工作
机制、加强服务引领，积极维护和拓
宽持证权益，让钱塘区广大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更多、荣誉
感更足、幸福感更强。”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钱塘区发放首张退役军人优待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