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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发布

最临安

童定干赴潜川镇开展双线
“三服务”
活动时强调

坚持党建引领 聚焦乡村振兴
加快绘就富美乡村新画卷
记者 楼宇

形式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
农村基层党
建工作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要不断探索新时代基
层党建新模式，擦亮农村党建品牌，提升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打造以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地方样板，为实现
共同富裕探路先行。
“产业项目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多
少？“
”能否同步发展乡村旅游？”
来到潜川
镇塔山村，
童定干详细询问了潜川镇整镇
推进山区农业产业项目情况。他强调，
要
深化农旅融合，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
打造集旅游、
研学、
休闲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加快推动“美丽生
态”
向
“美丽经济”
转变。要加强校地合作，
主动沟通对接，发挥高校科研和人才优
势，
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童定干一行还实地调研了青山殿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在听取企业相关情况
介绍后，童定干要求，要做好电力供需平
衡预测，充分发挥水电调峰能力，助力有
序用电保供企业。气象、
水利等部门要加
强协调联动，精准调控水库库容,最大限
度地发挥水库防洪减灾功能。

中国红十字会来临调研
孙硕鹏带队 林斌陪同

记者 吴忠民

孙硕鹏对临安区红十字会工作，特
别是龙门秘境“四位一体”现场急救响应
体系建设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
红十字
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应急救护工
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孙硕鹏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
壮大应急救护志愿者队伍，
健全完善培训

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应急救护水平。要完
善基础设施，
扩大应急救护一体机、
AED、
应急胶囊等设施覆盖面，
持续深化
“救”
在
身边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安全感。要加大宣传力度，
结合 2021 应急
救护推进年活动，
积极倡导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理念，提升全民应急救护意
识，
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会的影响力和感召
力，
推动临安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华立科技形势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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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
副会长孙硕鹏一行来临调研中央文明
委
“红十字救在身边”
基层联系点工作。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林斌，
区
委常委、
宣传部长李赛文陪同调研。
在高虹镇龙门秘境村落景区，孙硕
鹏一行实地调研景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建设、红十字救护站运行等情况。龙门秘
境景区设有救护室、应急胶囊、数字化管
理系统和救护培训教室等设施，通过线
上、线下联动，着力打造急救物资、急救
培训、救护队组建、救护 e 站“四位一体”
现场急救响应体系。今年以来，
景区培训
并招募急救侠 85 人，成立了四个救护小
组，多渠道实施一键呼救系统，为游客提
供更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

本报讯 （记者 穆宇鸿 见习记
者 胡琦） 18 日，在临安城区方舱
接种点，网约车司机王鑫磊正准备
接种新冠疫苗 加强 针，扫 码、测
温，完成 预 检、登记 、接 种、留
观，经过一系列程序，王鑫磊顺利
接种了加强疫苗。
“我收到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的通知后，第一时间就来方舱接种
了加强疫苗。”王鑫磊说，因为工
作需要，自己平时经常要去机场接
客人，接种疫苗加强针很有必要，
毕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
责。
记者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
到，为强化群体免疫屏障，从 10
月 15 日起，我区正式启动新冠疫
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全区 18 个
接种点，将陆续为完成灭活疫苗和
腺病毒疫苗全程接种满 6 个月的市
民提供接种服务。
接种采取由各接种点发送短信
的方式进行预约，收到接种短信的
市民，可按照短信通知的时间和地
点，持本人身份证前往接种点进行
接种。
目前，我区首批接种加强针的
人群，是今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市民，主要为暴
露风险较高的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
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包括医护人
员、安保人 员、交 通运 输从业 者
等。截至 18 日，全区已完成新冠
疫苗加强针接种 2000 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苗加强
针现阶段应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苗
进行加强免疫，前两剂次使用不同
灭活疫苗接种的人群，优先选用与
第二剂次相同的灭活疫苗进行加强
免疫。
另外，已接种流感疫苗或其他
疫苗的人群需要间隔 14 天后，方
可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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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区委书记童定干
率队赴潜川镇开展双线“三服务”活动。
他强调，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坚持
党建引领，突出生态优势，着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加快绘就富美乡村新画卷。副
区长洪亮参加。
潜川镇地处我区中南部，天目溪、昌
化溪在这里交汇流入分水江，造就了潜
川“一村山色半村湖”
的独特景观。同时，
该镇坐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农业

资源，域内乐平清水鱼、海龙蚯蚓蛋、阔
滩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声名在外，是一方
特色鲜明的美丽田园。
童定干一行首先来到潜川镇牧亭村，
实地调研基层党建有关工作。在潜川镇，
有
一支
“扁担学校”
倪老师宣讲队，
他们定期
将党委政府最新的政策举措、理论精神制
成板报，
送入文化礼堂、
田间地头，
用地道
方言结合本地实例，讲出了群众关心的大
事小事，
有效搭建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童定干与“扁担学校”倪吾全老师亲
切交谈，并对“扁担学校”基层党建工作

精密智控 阻击疫情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双线“三服务”

“能源双控”下如何为企业排忧解难？
杭州华立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青山湖科技
城横畈产业区块，
主要生产智能仪表。2020 年
产值超 7 亿元 。今年企业发展形势向好，
1-9
月产值超 5 亿，
同比增值 18％。
记者 金凯华 摄

高虹镇加班加点
深化双线
“三服务”
通讯员 许雪珍 单海波

一心为民好支书 乡村振兴“领头雁”
—记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
——
金土根

最美临安人
他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在担任村书
记 16 年间，
团结带领全村干部群众，
奋发
图强、开拓创新，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助力小山村实现美丽蝶变。他就是
浙江省
“担当作为好书记”
，
昌化镇白牛村
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金土根。
上午 9 点，记者来到昌化镇白牛村，
金土根已经穿着特制的“牛小淘”工作
服，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他说，今天的任
务是走访村里的电商企业。
在临安盛记食品炒货厂，金土根了
解到企业今年行情不如去年。金土根连
忙与企业负责人叶盛坐下来交流分析原
因，看到企业直播间已经搭建完成，金土
根指导他可以边生产边直播，并积极研
发新产品。“书记非常关心电商企业，经
常来走访，直播上的问题以及场地的问
题都可以向他反映，基本上能很快得到
解决。”叶盛告诉记者，村里还专门安排
一个党员和企业对接，及时反映了解一

些情况，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据了解，白牛村曾是一个集体经济
薄弱村庄，山多地少，发展动力不足。
2007 年，金土根当选白牛村党总支书以
后，紧抓电子商务萌芽的机遇，不仅帮助
商户找场地、联系贷款，还积极找上级部
门要政策、求支持，为电商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此外，金土根还创新打造“党建 +
电商”和“1+1+X”红色服务圈模式，加强
电商协会党支部引领，充分发挥优秀电
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统筹部署村党
总支成员结对联络，在资金融通、宣传协
调、
人才招引等方面提供组织保障。
在金土根的带领下，短短几年，白牛
村成为
“中国淘宝第一村”
，
电商户从屈指
可数的几家发展到 68 家，千万元企业达
到 6 家，销售额从 100 万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4.5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400 余个，
带动村民人均纯收入提升 1.5 万余元。
离开企业，
记者在金土根的带领下参
观了村庄全貌。从白牛码头、
千年古樟再
到记忆稻田，可以看到家家有庭院，户户
有花园，小桥流水，稻穗飘香，行走在村

庄，颇有人在画中走，亦在景中游的美感
与诗意。然而，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美丽的
家园，以前还是个拥挤、泛旧的村庄，
“村
道是泥路，一下雨坑坑洼洼的，还有一个
洞一个洞”
“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
……
为改变村庄全貌，金土根上任以后
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全村狠
抓村庄环境提升，做好村庄生态修复工
作。去年，白牛村以“八线十景”为契机，
打造示范型村落景区，经过几个月的建
设，古韵白牛插上了“云上”的翅膀，按下
了“美颜键”
。同时，白牛村还与闻远科技
签订村落景区运营协议，打造“产业在山
上、生活在村庄、致富在网上、治理在云
上”
的“未来村庄”
示范样板。
良好的村庄环境和配套设施，不仅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白牛，也让
村民动了开民宿的想法，但资金不足、经
营风险、拆旧建新繁琐等让很多人望而
却步。“有困难有事情找我”是金土根经
常对村民说的一句话。为鼓励村里民宿
的发展，金土根不仅对接资金，帮助村民
协调手续办理，还亲自参与民宿的设计

策划。在他的支持下，
村里第一家民宿香
樟树下等风来今年 7 月正式开业，国庆
期间生意火爆，营业三个月，收入便达到
了 15 万元。民宿主徐金德坦言，若是没
有金书记的支持，民宿起步根本不可能
这么快。
16 年来，金土根始终把老百姓放在
心头，把责任扛在肩上。“三改一拆”时，
村民们大都不理解不同意拆，是他带领
村干部一户一户上门做思想工作，半夜
躺回被窝是家常便饭；疫情防控期间，他
自掏腰包为隔离家庭采购生活物资，将
物资及时送上门，让居家隔离充满温情
与温度。他用情走访农户、用心服务群
众、
用爱温暖百姓，
带领
“白牛”
变
“金牛”
。
日前，金土根获评浙江省“担当作为
好支书”
。他表示，获评这个称号深感荣
幸，但倍加珍惜，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作为一层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们一定要
重抓党建统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争当浙江省共同富裕排头兵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金土根说。
见习记者 朱俏英

本报讯 连日来，高虹镇领导班子放弃双休日，
纷纷下沉到各自所联系企业，收集企业面对当前“能
源双控”给企业所带来的困难，倾听企业诉求，帮助
企业谋破难之策，解燃眉之急，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
日前，浙江省能源局下发的 《关于启动有序用电
方案通知》，并于 9 月 28 日起启动 2021 年 B 级有序
用电方案，对此，高虹镇领导班子放弃双休日，分组
下沉到挂钩企业，当面倾听企业在受供电需求制约因
素中所面临的难点。同时，“三服务”专班深入施工
场地，调研项目推进情况，实地了解限电因素给项目
推进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及下一阶段的投产工作。
截止目前，领导班子成员已走遍全镇规上企业
42 家，规下企业 128 家，规 上企 业覆 盖率 100%，
规下企业覆盖率 62.7%，收集生产与订单不匹配、有
序用电关停时间不够精细等难点问题 3 大类 147 个。
针对企业呼声，高虹镇及时用真诚换取真心，纾解企
业痛点，积极做好企业的安抚工作，让企业更直观认
识当前“能源双控”、“有序用电”的现实状况及意
义。
高虹镇主动与供电、发改对接，第一时间掌握全
镇电力供应最新情况，对相关企业超负荷情况及时进
行劝导。对企业提出的需求“应调尽调”，最大限度
保障企业生产运行。依据部分企业存在使用光伏发电
的情况，积极与发改局对接，为企业申请增补用电指
标。针对即将投产的项目，努力与上级部门沟通，全
力保障项目推进。同时，鼓励企业以“能源双控”为
契机，加大技改投入，打破技术壁垒，客服芯片荒及
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夺回主动权。
与此同时，高虹镇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行动，
关闭或减少仇溪、猷溪以及公园内的景观灯。要求机
关内部不开空调、随手关灯和电脑，树立节约用电意
识，降低能耗，造浓全镇上下节能氛围。并联合相关
村做好当地群众思想工作，全力以赴为企业生产疏通
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