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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整体转型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金黄璐敏）昨日下

午，县委书记夏积亮赴桐君街道梅蓉村

调研山水艺术季筹备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结

合“千万工程”，挖掘提炼山水艺术季文

化内涵与精神内核，着力美环境、补配

套、强功能、引人流、促融合、提品质，推

动乡村整体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

发展。陈杰参加。

驶入水杉大道，油菜花海入眼来，

满目金黄香百里。花海、道路、村落，

俨然一幅景美人和的春日画卷。夏积

亮查看山水艺术季游客线路、装置搭

建、展陈布设、呈现效果等，细致了解

各项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

的座谈会上，夏积亮强调，要注重现场

效果呈现，丰富活动内容形式，深化成

果体现与内涵表达，细致推敲游客线

路与沿线景点、展陈布设的协调性互

动性，实现一步一景、错落有致；加强

活动组织领导，统筹做好策划筹备、现

场安保、服务接待等工作，确保活动圆

满顺利举行。要坚持系统长远眼光，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规划编制，谋深谋

透山水艺术季“后半篇文章”，聚焦环

境面貌明显改善、导流项目加快入驻、

基础配套提标提质、旅游业态丰富丰

满、承接能力有效提升等，推动梅蓉区

块可持续发展，努力打造成为乡村振

兴典范。

夏积亮在调研山水艺术季筹备工作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 王珊婷 华睿/文 单

佳铭/摄）作为 2023 中国·桐庐山水艺

术季的举办地，桐君街道梅蓉村正紧锣

密鼓地筹备开幕式各项工作，搭建舞

台、调试设备、彩排演出、布置会场……

各个点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就位，为山水

艺术季的顺利开幕全力以赴。

昨日上午，记者走进桐君街道梅蓉

村，油菜花烂漫盛开，金黄夺目的色彩

染尽山野。开幕式主会场之一龚家古

建筑群内，工人们用画笔将颜料泼洒在

台面之上，点缀出山水泼墨的场景效

果。一旁的巨幅展板已经制作完成，正

等待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静谧古

朴的龚家古建筑群正在迎接一场别样

的艺术蜕变。

梅蓉村文化礼堂内，60 多位年轻

的舞蹈演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节目彩

排。据了解，本次开幕式的演艺活动将

在九里梅洲油菜花田进行，总共分三

幕，分别为《踏春》《纳春》《画春》，打造

沉浸式观演模式，在油菜花田的实景场

地内，给观众带来一场春天的邂逅。

以天为幕布、地为舞台，春光旖旎的

油菜花是最美的布景，田里三个舞台造

型也是各有特色。执行导演贾文正介

绍：“油菜花田里翻起的一页纸，是艺术

季的一个纪实行为艺术，演员表演结束

之后，观众可以在纸上参与绘画，最后形

成一件全民参与的大型艺术作品。”

此外，云朵天梯舞台的设计融入了

桐庐的诗歌，寓意从诗乡画城出发，这

个场景今后也将保留作为梅蓉村的婚

庆打卡点。而水车造型的舞台，表演时

将滚动呈现，在农田散发出全新活力，

寓意万物复苏，水车滚动，风调雨顺，带

来好运丰收。

桐君街道党工委委员高成介绍，街

道正全力做好保障对接，同时做好梅蓉

村周边环境秩序保障，对停车场、夜间

照明系统等设施进行优化提升。此外，

对全村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清理，确保以

最佳的状态迎接四方来客，展示梅蓉风

采。

2023中国·桐庐山水艺术季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搭建舞台、调试设备、彩排演出……

中国·桐庐山水艺术季

本报讯（记者 金轶润）昨日，县人

大常委会举行2023年度三级干部联动

进站暨“‘三问’民生 共富同行”主题活

动任务交办仪式。县人大常委会领导

王金才、俞建华、周媛玉、吴爱群、陈伟

琴、申屠增标、王先勇，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施建华参加。

此次活动是为进一步密切国家机

关干部与基层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

联系，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县域特

色实践地而举行的任务交办仪式。

全县三级干部联动进站将围绕“主

题+问题”制定进站工作计划，每年保

证一定的进站次数，以立体式宣传、主

题式调研、参与式决策等形式，广泛开

展政策理论宣传、建议办理情况通报、

邀请代表和群众对重大决策提出意见

建议等，充分吸收民情民意。并将按年

度召开进站成果点评会议，以“6 分钟

汇报+3分钟点评”的形式进行工作总

结，进一步提升干部进站活动质效，真

正让三级干部联动进站活动形成桐庐

特色品牌。

“‘三问’民生 共富同行”主题活

动分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我何

为”三个子项目。“问需于民”暨民生实

事项目全过程监督，通过授权县人大

代表小组对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进

行全程监督，同时各县人大代表小组

下沉和交叉监督一项本级乡镇（街

道）、开区发的民生实事项目，助力解

决项目推进中的短板和弱项，最大限

度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问

计于民”暨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全过程

监督，将在去年基础上深化决策听证

制度，落实基层群众全程参与和人大

代表全程监督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府

重大项目投资的立项决策、建设管理、

资金使用更加规范高效。“问我何为”

暨“共富同行 携手共进”，今年将继续

按照就学就医、就业创业、助产助销、

技术支农四大类开展帮扶活动，真正

让“共富同行，携手共进”成为新时代

人大代表助力发展的履职标杆。

活动现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

才向人大机关8个委室以及法院、检察

院交办进站任务；向 15 个县人大代表

小组组长发放民生实事项目全过程监

督授权书；施建华向8个政府工作部门

代表交办进站任务书；县发改局主要负

责人向县人大财经专（工）委递交接受

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监督承诺书。

我县举行三级干部联动进站
暨“‘三问’民生 共富同行”主题活动任务交办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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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
大雨，东北风3级，气温12到17℃，明天阴有
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气温14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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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晚，持续三天的“桐庐味

道·寻味夜集”市集活动在书香同城落

下帷幕。这就像一场赶集，抬眼就是

琳琅满目的土特产，但在城市灯光与

潮流音乐的映衬下，给赶集增添了年

轻元素，打开了市场，吸引了人流，叫

响了牌子，增加了收入。

去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强调了“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

产文章”。发展土特产，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已经成为各地加快农业产业提

级赋能的共识。当前，我国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正从发展产品向发展产业转

变，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从发

展一产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转变。

笔者认为，擦亮土特产金字招牌，

已成为做大农民增收“聚宝盆”的重要

途径之一。土特产，不仅要好卖，还要

好玩好看好吃。

发展土特产，要找准产业路子，加

大资源投入。土特产的灵魂，首先在

于“土”，俗话说“百物土中生”，什么土

壤便造就什么品种。除了依托资源禀

赋，土特产也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地方

要坚持全域统筹，做到精准定位，研究

编制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集中力

量打造“一村一品”“一镇一特”或者

“多镇一品”“数村一业”的富民产业。

同时，地方财政要同步跟上，在推动打

造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三次产业融合、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聚拢乡村发展人

力等方面给予更多财政支持。

发展土特产，要健全链条体系，强

化科技赋能。盘锦大米、奉化水蜜桃、

临安山核桃、东宁黑木耳……这些我

们耳熟能详的农产品早已被冠以地

名，成为一域土特产金名片。这些名

词之所以叫得响，背后一定有一个专

业且强大的产供宣销体系与科技手段

在支撑。发展农村经营带头人、打造

农村经营主体，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是做强土特产的有力保障。这样

一来，经营主体可以统筹发展资源，掌

握市场动态，引入农技团队，把关产品

质量，畅通销售渠道，开拓跨界新路，

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构建起农民主

体参与、科技力量支撑、企业积极带

动、社会广泛参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

展格局。

发展土特产，要开拓对外市场，打

造统一品牌。如今，酒香也怕巷子深，

好的农特产品光靠口碑还不够，要把

市场打出去，让更多人能知晓、能尝

到、能买到。比如，新合乡高山茄子早

早成为了盒马鲜生的“座上宾”，新合

索面也于近日入驻杭州盒马鲜生解百

店，同样，浙江省网上农博也为地方农

产品开拓市场提供平台。举办“桐庐

味道·寻味夜集”系列市集活动是打开

全县市场的过程，更是提升“桐庐味

道”品牌知名度影响力的途径之一。

品牌体现了消费者对产品文化的认

同，包括对包装、质量、款式、品种等各

方面的认可。我们享受品牌带来的盈

利之前，必须要做足市场调研，明确品

牌定位，丰富品牌文化，提升产品质

量，完善服务体系，不断做强“品牌”二

字背后的硬实力，让土特产行稳致远，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反过来，品牌打

造与市场开拓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的。

盘活了土特产，才能让百姓就业

有去处、增收有依托、致富有门路，从

而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本报评论员

擦亮土特产金字招牌 做大农民增收“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 程佳

园）明日，在横村镇阳山

畈村桃花广场，第十三届

杭州·桐庐山花节将如约

而至。届时，“迎杭州亚

运，展横村风采”主题活

动正式上演，广邀众人共

赴一场浪漫的山花之旅。

此次活动共设阳山

畈村主会场、东南村分会

场两个会场，将开展“山

花跑”迎亚运、“桐庐味

道”乡村特产集市、“国潮

风”服装秀以及涂鸦写生

等精彩活动，带你领略漫

山遍野山花烂漫的自然

风光，品尝满园春色下的

桐庐美味。

“今年，我们在东南

村种植了 810 亩白色、粉

色、黄色的‘三色’油菜

花，没能来现场的市民可

在杭州之家、杭州综合频

道的微博、视频号、抖音

等平台进行观看，期间还

将发放桃券，快人一步品

尝蜜桃美味。”横村镇农

办副主任吴钫杰告诉记

者。此外，活动当天将现

场发放 2 万元消费券，助

力大家开启吃喝玩乐购

“一站式”体验。

与此同时，在主会场

还将举行浙江省美丽乡

村示范乡镇、浙江省 3A

景区村庄、县巾帼共富工

坊授牌仪式，以及横村镇

农文旅产业项目签约仪

式。

“我们将借力媒体，

开展各类特色农产品‘云

直播’，深化线上线下销

售方式。”横村镇工作人

员孔云云介绍道，此次山

花节将为农产品走出去、

走得远提供技术支持，助

力土特产变“网红”，展示

横村共富成果。

共赴一场浪漫的山花之旅

第十三届杭州·桐庐山花节明日开幕

本 报 讯（记 者

华睿）3月20日下午，

杭州亚运会赛事总

指挥部马术项目管

理指挥中心与竞赛

组织团队座谈会在

桐庐马术中心召开，

亚运会马术项目管

理指挥中心、中国马

术协会、香港赛马会

三方会见。杭州市

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亚运会杭州市运行

保障指挥部副指挥、

亚运会马术项目管

理指挥中心指挥长

王宏在座谈时强调，

要聚焦“国之大事”

“省之要事”，坚持

“绿色、智能、节俭、

文 明 ”办 赛 理 念 和

“简约、安全、精彩”

办赛要求，加强沟通

协调与统一调度，高

标准严要求推进马

术项目筹办，确保精

彩亮相。中国马术

协会竞赛部部长孙

立生，香港赛马会庞

雅雯、黎达利等专家

团，县政协主席、亚

运会马术项目管理

指挥中心副指挥长

周海静，副县长申屠

群雄参加。

在 认 真 听 取 相

关工作汇报后，王宏

充分肯定亚运马术

前期筹办工作，认为

工作推进扎实认真，

办赛水平优化提升，

人员部署高效有序。

就下一步工作推进，他强调，要提高筹办效率，厘清工作

重点，倒排时间节点，细化分解任务，系统集成推进马术

项目筹办工作全面磨合与统一调度，做到条条对标先

进、项项力争最好。要明确工作布局，梳理办赛任务，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协调对接，做到目标清楚、职责清晰、

分工明确、沟通顺畅，围绕竞赛运行、马匹事务、城市建

设、安全保障等领域，以万全准备开办公开赛，彰显实战

演练效果，切实提升办赛水平。要以本次会议为新起

点，广泛动员各方重要力量，提升专业办赛水平，加强人

员队伍建设，完善赛事服务体系，全力以赴办一场精彩

纷呈的亚运马术赛事。

会议通报马术场馆竞赛团队组建、近期工作重点和

计划，与国际马联、亚马联前期对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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