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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歌生态农业拓市忙
打造石斛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打造石斛全产业链发展之路

| 记者 陈姣

近日，位于舞阳街道山民村

的德清牧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一

片繁忙景象，工人们动作迅速，正

忙着将一份份铁皮枫斗装瓶打

包，当天，这8000瓶铁皮枫斗将装

车发出。

牧歌生态农业副总经理侯

立新告诉记者，该客户已经合作

了近 3 年，需求稳定，每年单这

一个客户就能销售 600 万元。

“我们初加工产品有石斛粉、铁

皮枫斗、干花等，产量稳定后，目

前以零售和批发两种方式进行

销售，主要销往连锁药店、饮片

公司等地。”

随后，记者走进铁皮石斛基

地，一边大棚里满满当当都是各

类品种的铁皮石斛成苗；另一

边，空旷的温室大棚里，摆放了

上万瓶组培苗。该公司生产经

理沈宏亮说，这个过程叫晾苗，

为的是让幼苗更好地适应从实

验室到温室的变化。“预计半个

月后，就能栽种到苗床上，但是

从培育到产出还需三年。因此

接下来两三年，我们每年都会培

育新苗，这样基地每年都能有高

品质铁皮石斛产出。”

紫皮石斛是药用植物石斛的

一个品种，云南是其主要产地之

一。去年，牧歌生态农业在云南

承包了200亩土地，种植了近100

亩的紫皮石斛。“原来，我们在销

售的过程中，偶尔碰到顾客需要

紫皮石斛，就会帮忙找一些购买

渠道。近年来，紫皮石斛的需求

明显上升，调研后发现，市场体量

庞大、发展前景广阔，因此我们就

做了这次尝试。”沈宏亮说，紫皮

石斛亩产更高，预计今年11月份

就可以采收。

眼下，牧歌生态农业瞄准

“药食同源”赛道，正在做充分

的准备。侯立新表示，接下来

该公司将持续在栽培、研发、生

产、销售上下功夫，推动石斛从

传统粗加工不断向精深加工方

式转变，打造石斛全产业链发

展道路。

| 记者 杨名 通讯员 李旭红

3月 22日，德清县建发集团

完成了对2021年度313个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专项审计整改情况

“回头看”。从反馈看，此前审计查

出的6大类12个问题全部得到落

实。这是集团为扎紧招投标法律

制度笼子，建立了一套发现问题、

落实整改、完善管理的内部审计闭

环式整改机制。

这种良性闭环机制的形成，缘

于德清建发集团企业自身发展的

需求。作为德清县域最早成立的

国企平台公司，集团仅2021年至

今，招投标项目累计达1084个，项

目资金45亿多元。集团针对项目

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因素多

等特点，紧盯工程建设、物资采购、

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

新形式，建立机制，单设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梳理招投标相关法律法

规11项并装订成册，完善工程招

投标考核监督约束制度4个，全面

履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责。

今年杭州亚运会赛事场地之

一的德清县体育中心亚运场馆，由

德清县建发集团承接改建，该项目

总投资6785万元。在项目改建过

程中，集团内审关口前置，注重事

前防范，强化过程控制，从建设工

期、经济指标等多个维度不同视

角，剖析工程项目标后管理情况，

排查问题线索，查找机制漏洞，完

善项目标后管理。该项目荣获

2022 年 度 省 建 设 工 程“ 钱 江

杯”奖。

今年以来，德清县建发集团以

风险防控为目标，紧盯问题导向，

精准综合施策，通过日常监督与专

项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关注招

投标专项检查过程中暴露出的行

业性、系统性等问题，规范招标文

件预审，把牢合同审核关。从源头

加强风险防控，查找症结，堵塞漏

洞，从而扎紧制度笼子，规范工程

项目招标投标行为，慎防同类问题

再次产生，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

德清建发：扎紧制度笼子 实现闭环机制

| 记者 徐超超

记者从3月20日召开的全县金

融系统“全力拼经济聚力开门红”工

作会议暨企业上市推进会上了解

到，截至今年2月末，我县存贷款总

额规模突破 3000 亿元大关，达到

3037亿元，同比增长23.86%。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加大对市场

需求和供给体系的保障力度，支持恢

复和扩大消费、重点基础设施和项目

建设，切实解决好民营小微企业融资

问题，确保全县金融运行持续健康平

稳。具体来说，通过畅通融资渠道、积

极争取低成本金融资源、持续优化信

贷结构，全面加强金融要素保障；通过

创新科创金融产品、分工协作精准服

务、打造绿金改革示范，全面做强科创

金融品牌；通过多渠道推动企业挂牌

上市、全周期帮扶、大力招引上市后备

企业，全面提质扩容资本市场“德清板

块”；通过抓好整治加强审查、紧盯非

法金融活动、加大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全面做好金融风险防控。

全县金融系统工作会议召开

繁星四野，日月同辉。德清遗

珍，盼归故里。因德清县博物馆新

馆筹展所需，根据《国有博物馆藏

品征集规程》《德清县博物馆藏品

征集管理办法》规定，现向社会各

界征集与德清历史文化相关的藏

品及资料：

一、征集范围

1.各时代珍贵历史文物，重

点是能展示德清地域文化资源

的文物；

2.反映德清独特的矿产资源、

动植物资源、自然遗产、物产、生态

资源的物品；

3.反映德清社会生活和建设

成就的典型器物、用具、票据、证

券、设备、模型、知名商品、商标、手

工制品、艺术产品等;

4.反映德清风土民俗、宗教

活动和民间艺术的民间工艺品、

宗教物品、丧葬品、祭品、祭文、

服装、乐器、道具、稿本、剧本、曲

谱等；

5.反映德清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的方志、宗谱、族谱、碑文、题

词、匾额、楹联、诗词、歌赋、书画、

民谣、手稿等；

6.反映德清历史沿革和政治

变革的重要历史事件的通知、指

示、布告、宣言、命令、会议记录、简

报、文件、电报、调查报告及相关报

纸、刊物、图书、档案、记录等；

7.各类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录

像及录音文件等。

二、征集方式

1.鼓励个人或单位捐赠;

2.有偿购买。

三、征集程序

1.藏品所有人将拟捐赠和出

售的藏品信息发到馆方指定电子

邮箱，藏品信息包括名称、照片、尺

寸、意向价格（或捐赠），并注明联

系方式。

2.经初选后，馆方通知藏品所

有人将藏品送达本馆，由馆方暂时

保管，统一时间请专家鉴定评估。

3.对有偿购买的待征集藏品，

双方议价后报主管局审批，再办理

相关手续。

4.对未被选中的藏品，馆方将

退还本人。

四、征集要求

1.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具有显著地域性历史文化

特色以及较强的代表性，具有地方

历史文化优势。

2.保存状况适合展出。

3.征集的资料和文物藏品必

须是原件。

4.应征人对所持有的文物藏

品必须具有所有权，不得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

法权益。

5.征集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石

器、玉器、陶瓷器、金银器、铜器、

竹木漆器、骨器、钱币、书法绘画、

织绣、古籍善本、碑帖拓片、书信

手稿等。

五、征集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六、捐赠荣誉

1.经专家鉴定符合馆藏标

准的，德清县博物馆将颁发捐

赠证书。

2.捐赠者个人信息、简介、捐

赠事迹等将作为藏品档案的重要

组成部分，登记造册，由博物馆永

久记录保存；捐赠藏品用于展陈

时，将标明捐赠人姓名。

七、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0572-8289107

沈女士：87263535@qq.com

岁月更替，文化长存。德清县

博物馆期待与您携手，一道探寻历

史遗珍，传承文化瑰宝，打造跨时

空的博物馆空间，为建设文化德清

孜孜以求。

德清县博物馆

2023年3月23日

2023年德清县博物馆藏品征集公告

德清县旭丹业余培训学校经理事会表

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

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

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清算组电话：15967205222。

德清县旭丹业余培训学校

2023年3月23日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广告

迁坟公告
广告

为顺利推进石城山公园项目及

灵山街等道路建设，需对工程建设

用地范围内的坟墓进行搬迁。具体

迁坟范围为抛大坞西山岙月潭里以

北、金都阳光以南、西至大小岭头、

东至南干渠地块红线范围内的所有

坟墓。迁坟截止时间为2023年4

月8日。请该区域内的各位坟主相

互转告，并在规定时间内到涉及村

（社区）办理相关手续，完成坟墓迁

移。逾期未迁的，将视为无主坟墓

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

城西村

蒋 锋 8282068 13757061959

陈华平 8282068 13567955238

陆伟荣 8282068 13706825132

千秋社区

金 辉 8390700 13511250126

丰桥社区

周泉江 8357760 13567266650

武康街道办事处

2023年3月15日

（上接第1版）陈健强调，承办好

杭州亚运会相关赛事是德清的一件

大事、要事。要统一思想，抓好筹办

工作是高水平办赛的基本前提，是

对德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促

进，也是对能力建设的一次重大考

验，必须进一步提高筹备工作使命

感和责任感。要明确目标，全面贯

彻“简约、安全、精彩”理念，以赛事

实战不断细化优化方案预案，积累

经验；精心抓好赛事保障和赛事宣

传，加强向上对接，全面落实场馆团

队运行工作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办工作。要

狠抓落实，加强筹办工作组织体

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

领导、强化责任、团结协作，充分发

挥好组织体系作用，切实形成统筹

协调、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格局，确

保交出筹办工作高分答卷。

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德清排球场馆第一次指挥长会议

（上接第1版）县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德清

指挥部执行指挥长王剑峰对前阶段

亚运筹办工作推进成效给予肯定。

他指出，杭州亚运会是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调整后举办的最大规模、最高水平

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全县上下要

树立“把湖州赛区打造成为杭州亚

运会的精品赛区、把两场赛事打造

成杭州亚运会精品赛事”意识，确保

亚运筹办工作只有精彩、不留遗憾。

王剑峰强调，认识要更加到

位。围绕两个“精品”意识，各专班

要进一步深化责任，以极端负责的

精神，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推

进要更加有序，组织力量下沉，实行

专班运作，严明工作纪律，落实例会

制度，以清单推进各项工作，同时加

强督查，形成高效的闭环管理工作

机制。组织要更加有力，向上对接

要更勤，测试演练要更实，综合保障

要更强，围绕医疗、外事、住宿、餐

饮、新闻宣传等各环节做精做细各

项工作方案，为亚运盛会圆满成功

作出德清贡献。

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德清指挥部召开工作例会

（上接第1版）自2月1日召开

“地球磁场模拟与监测系统”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会议以来，

大科学装置办（高新区地信发展中

心）进一步明确项目实施目标、细化

任务分解，建立了有效的推进机制，

项目推进落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如何抓好工作推进，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剑峰强调，要提高

站位，加速省部共建地理信息实验室、

加快推动国家大科学装置落地、加快

筹办地理信息国际学院、高标准办好

“国际地信周”、加快培育地信技术创

新中心这“五件大事”，既是战术更应

是战略，既是标志更应是标杆，既是认

识更应是共识。要提升本领，瞄准关

键点、抓住关键人、解决关键事，努力

提升做成这“五件事”的本领和水平。

要提速成势，专班要结合工作实际，重

点梳理“五件事”中的“关键事”，进一

步理清思路，提高工作标准、营造工作

氛围、提升工作效率，确保大科学装置

落地从速、建设有序、发展有为。

我县召开培育大科学装置领导小组工作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