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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政事

本报讯（记者 赵芷萱） 近日，副区
长吴为东一行到萧山日报调研时指出，萧
山日报社要深耕本土守正创新，走好融媒
发展之路。

吴为东一行走进萧山日报社融媒体
指挥中心，看演示，听介绍，详细了解了萧
山日报社旗下“7+X”融媒矩阵全端口的
发布流程。在随后的座谈会中，吴为东听
取了萧山日报社关于历史发展沿革、组织
机构设置、事业产业布局、主要工作业绩
和今年重点工作安排等内容的汇报。

吴为东对报社一直以来的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萧山日报始终忠诚
履行党媒职责使命，牢牢把握舆论导向，
为传播萧山发展好声音作出了积极贡
献。特别是今年以来，萧山日报社重点实
施“三创三强”行动，通过持续推进内容创
优、产业创新、管理创效，进一步强舆论引
导、强产业拓展、强队伍素质。以报网端
深度融合为重点，按照相近相融、相互赋
能、一体发展、错位发展的原则推进各项
工作举措；进一步加强重点策划，坚定不

移地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委的统一部署，
重点组织策划了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改革和迎亚运等主题报道；始终保
持创新思考、主动应变的状态服务群众，
以正能量鼓舞人心，回应群众关切，让老
百姓有亲切感、认同感。萧山日报社按照
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努力破圈突围，构建
了立体多元、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为高水平建设“亚运国际城·数智新萧
山”，高质量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新标杆
发挥舆论先导作用。

吴为东强调，萧山日报要坚定新闻宣
传理念，坚守党在基层的宣传思想文化阵
地，牢牢掌握新闻宣传、舆论引导上的领导
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彰显党媒使命与担当；
要坚定本土化路线不动摇，充分利用本土资
源引导好、服务好群众，架好政府与群众的
连心桥，讲好萧山故事，展现萧山特色；要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走好融合发展之路，
进一步积极建设“7+X”融媒传播矩阵，在守
正创新中扎实推进全媒体融合升级，不断彰
显自身特色，持续增强发展活力。

副区长吴为东到萧山日报调研

深耕本土 守正创新 走好融合发展之路

本报讯 （记者 王肖君 赵芷萱 通讯
员 高路）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杭州名茶
评选中，萧山3家茶企捧回4个奖项。其
中，寺坞岭云雾牌龙井茶、三清飘香牌龙
井茶和龙顶佛牌龙井茶斩获杭州龙井金
奖，三清飘香牌工夫红茶入选首批杭州市
红茶金奖名录。

龙井茶价有“龙气”

第四届杭州名茶评选名单中，杭州龙
井金奖产品共14个，由萧山区农业农村局
选送的3家龙井生产茶企均获奖，分别是
杭州萧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寺坞岭云
雾牌龙井茶、杭州萧山九清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三清飘香牌龙井茶和杭州萧山戴
村镇龙池林果场的龙顶佛牌龙井茶。

萧山产茶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以
“山多茗”著称，到如今，全区共有茶园面
积2万余亩，年产茶400多吨，30亩以上茶
园规模的茶企有30多家。

此次获奖的寺坞岭云雾牌龙井茶，生
产基地在萧山义桥寺坞岭，茶园面积有
2000亩。杭州萧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倪立权说自家的茶叶品质主要得益
于寺坞岭恰到好处的海拔，茶叶受阳光漫
射、雾露之溉，品相上佳。

据倪立权介绍，寺坞岭云雾牌龙井茶
的采摘标准是1芽1叶，或者1芽2叶初
展，芽头的尺寸在2.5厘米左右。头茶刚
上市时，价格卖到1500元一斤。

在这次入选名录中，龙顶佛牌龙井茶
是新面孔。

“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茶叶，等到我
们觉得茶品很稳定了，才决定今年参评，

没想到第一次去就获奖了。”龙池林果场
的负责人笑着解释了龙顶佛牌龙井茶的
名字来历：因为我们那里有个佛山村，顶
上有个龙池，风景优美，所以林果场就取
名为“龙池”，茶叶就叫龙顶佛了。

龙顶佛牌龙井茶园管理标准参照原生
态有机茶管理，采摘时间一般比其他同品
种的茶叶早个几天。对于自家的茶品，龙
池林果场的负责人评价是挂香持久，兰香
浓郁，生津回甘快且耐泡，“茶叶泡下去，就
像有灵性一样，能在杯中上下起舞，和盛开
的兰花一样很有张力，出来的汤非常清透
油亮。闻着甚至有一股空谷幽兰之香，老
茶客特别能体悟到这个微妙的感觉。”

据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蒋炳芳介
绍，萧山本地龙井价格一般在600—800元一
斤，品质优异的高山茶售价1000多元一斤。

“工夫红茶”有功夫

杭州萧山九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是 萧 山 知 名 茶 企 ，这 次 是“ 双 喜 临
门”，生产的龙井茶不仅毫无悬念入
选杭州龙井金奖名录，其近年来新研
发的三清飘香牌工夫红茶还一举获
得首届杭州市红茶金奖。此次获评
杭州市红茶金奖的企业共有 11 个，包
括水印满觉陇牌工夫红茶、天香牌九
曲红梅等。

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蒋炳芳介
绍，近年来，市场上红茶销售量日益增长，
我区戴村、进化、所前、义桥等镇街部分茶
企顺应市场趋势，利用春茶中后期鲜叶原
料，开发红茶产品。为了鼓励红茶发展，
今年杭州市也首次增设了优质红茶评比
单元。

据萧山九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巧红介绍，以前春茶采制结束后，茶
树就直接修剪了，芽叶资源没有得到有效
利用，所以从2015年开始尝试用春茶的后
期原料制作红茶。

“之前，我们只小范围给老顾客免费
赠送红茶品尝，经过五六年沉淀式改良，
茶品获得一致好评才推出市场。”2021年，
三清飘香牌工夫红茶获得萧山第一家红
茶单元的SC认证。

说到茶，陈巧红的话头总是停不下
来：“三清红茶属于小叶种，花果香更高一
些的，甜度比传统的红茶高，属于甜香型
红茶，口感上偏清新。”

据蒋炳芳介绍，本地红茶市场认可
度高，销售形势非常不错。区农业农村
局接下来将提炼本地红茶加工关键技
术，形成技术规程，
在全区示范推广；
下半年计划举办红
茶推介会，推广本
地 红 茶 产 品 和 品
牌，深化产业发展，
增加茶农收入，推
进共同富裕。

本报讯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杨
蕾） 近日，城厢街道在社区开展“这厢
新风，易俗正当时”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时，特意将文化融进宣传活动，安排了文
明新风书写送字的环节。育才东苑社区
居民赵荣伟发挥特长，现场挥毫泼墨，写
下了“厚养薄葬”“文明理事”等书法作
品，受到居民欢迎。

“现在不提倡敲锣打鼓办事了！更
多是要好好赡养老人，而不是事后再大
操大办。作为居民，我非常支持也特别
愿意参与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活动中，
也期待它能更加深入老百姓的家中。”赵
荣伟说。

城厢街道作为老城区，老旧小区多，
老年人多，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更需要“找
破点、挖亮点”。为此，街道通过“党建+
宣传”“文化+宣传”“惠民+宣传”等系列
文明殡葬教育宣传活动，发挥城厢人才
多、居民多的优势，组建这“厢”新风人才
库，大力发挥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优秀乡贤、优秀居民等关键少数的作
用，掀起一个又一个宣传高潮，以点带面
营造文明殡葬社会风尚。

同时，街道利用“一网统管”迅速开
展工作，通过数智化手段形成闭环，发动
社区干部、巡防队员等多支队伍力量，及
时发现并处置多起小区内封建迷信活动

扰民行为，平均在20分钟之内完成事件
流转，将“四个严禁”“四个从严”切实落
到实处。

接下去，街道将依照移风易俗文明
殡葬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深入开展六大
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殡葬从业人员
开展约谈，对殡葬用品店、村社治丧点、
锡箔行业、小区内封建迷信活动等进行
联合检查和专项整治，全方位、多形式开
展宣传引导，让移风易俗深入民心，文明
新风吹入万家。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朱燕飞） 昨日，是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为“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
人权益”。近年来，区残联不断健全残疾
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
残疾人事业发展，让温暖的阳光洒遍残
疾人群体，打造萧山“重要窗口”的特殊
风景线，让每一位残疾人走上共富路。

自信满怀 沉浸生活

富彩霞，刚刚获得杭州市第四届“最
美杭州人——十佳残疾人”荣誉。患有
听力残疾的她，从小就表现出自立自强
的优秀品质，积极参加各类技能培训和
活动，与朋友们组建聋人太极扇队、聋人
舞蹈队，定期开展训练。近年来，她还与
伙伴们多次参加区文化下乡活动，向社
会各界展示特殊艺术的魅力。

热爱茶艺的她，刻苦学习茶叶的种
类、功效、茶文化等，发挥其舞蹈特长，设
计了一套独特的茶艺流程。2019年，富
彩霞代表浙江省参加第六届全国残疾人
职业技能大赛茶艺项目比赛，获得第一
名，被浙江省政府记二等功。

胡春芳，因小时的一次高烧导致听
力永久受损，进而造成言语功能障碍。

她从杭州聋人学校毕业，在家自学学会
了棒针编织，对手工活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2008年，胡春芳被区残联推荐开始
参加残疾人技能比赛，初次参赛意外得
了市比赛二等奖，在之后的比赛中，胡春
芳屡屡获奖，这让她越来越有自信。她
学习新时代编织，加入编织主题的QQ
群和微信群，和其他编织爱好者一起交
流提升。她坚持每天编织毛衣，棒针编
织技术越来越精湛，同时，她还在编织过
程中加入自己的奇思妙想，编织出许多
有创意的新款毛衣。

像富彩霞、胡春芳这样的人，还有很
多，拥自信入怀，沉浸生活，行走在共富
路上。

共富路上 一个都不掉队

为确保广大残疾人在现代化和共同
富裕道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区残联积
极探索“传统+新业态”的残疾人职业技
能培训和就业新路径。

去年，区残联与区人社局共同推出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提供43个残疾人岗
位，全年新增就业308人。发放创业补
助46万元、贷款贴息206万元；联合各镇
（街道）残联举办残疾人插花艺术、糕点

制作等实用类技能培训课程，培训达440
余人次，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培训、比
赛，富彩霞、胡春芳、瞿琦珂等三名残疾
人在全国职业技能竞赛中各自取得相关
项目前三名的好成绩，其中富彩霞和胡
春芳分别被人社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胡春芳入选第五届“杭州工匠”名
单。

此外，区残联还在“残疾人之家”开
设“圆梦家园”，共收纳497名精神智力
残疾人从事手工艺零加工、产品包装、快
递收发等工作，实现就业帮扶由“输血
式”向“造血式”转变；残疾人电商培训、
就业新业态工作入选浙江卫视“共同富
裕新征程”专题纪录片，并被央视《新闻
联播》宣传报道。

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打造“零
距离关爱，无障碍帮扶”的特色化共富道
路上，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
接下来将继续实施就业增收、托养照护、
康复服务、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促进残
疾人共建共享共富“组合拳”，让越来越
多残疾人接受更好的教育，实现就业、创
业，平等参与社会建设，持续提升残疾人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零距离关爱 我区多措并举扶残助残奔共富

我区3家茶企捧回4个杭州名茶金奖

宣传+数智 城厢移风易俗正当时

移风易俗树新风

在近日结束的第二十届市运会田径比赛中，我区少体校取得金牌数、
奖牌总数、团体总分第二名的佳绩，夺得男子4x100米和4x400米冠军，
并打破杭州市纪录，成为本届比赛打破纪录最多的代表队。

记者郭立宏通讯员沈东摄
萧山健儿破纪录

本报讯 （通讯员 蒋一帆 记者 童宇
倩） 近日，区妇联带领区女企业联赴滨
江开展“区域协同共富”走亲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萧
滨两地妇联和女企业家的交流，帮助萧山
企业拓展思路，加强协同合作，建立优势
互补，提高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
容性，拥抱“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活动现场，区妇联、区女企联一行先
后来到浙江力太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宏
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了力太互

联工业互联网平台杭州体验馆以及杭州
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数码
喷印产品展馆，并与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

接下来，区妇联将继续在“区域协同
共富”的理念下，常态化开展两地女企业
家走亲，举办两地企业招工招聘、婚恋交
友、女性健康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等活动，
帮助两地女企业家更快成长，促进两地企
业更好发展，为区域协同共富、为滨江萧
山两地的共同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本报讯（记者 周珂）近日，省科协、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联合下发
《关于认定第八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
通知》，新认定98家单位为第八批浙江省
科普教育基地，萧山机器人小镇位列榜首。

机器人小镇一直非常重视科普教育
工作。近年来，为激发青少年对机器人技
术的兴趣，机器人小镇通过多种方式开展
创新创意科普活动，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
会，积极发挥机器人技术交流、互动体验、
科普教育、创新创意和赛事活动的平台作
用，加速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

依托省内第一家机器人专业展示体
验中心——机器人博展中心，机器人小镇
展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科技成果，
为青少年学习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知识提
供良好载体。该镇还引入了全国中小学

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NOC）、Ro-
boCom机器人系列赛事、FTF青少年无
人机大赛、BOTBALL国际教育机器人大
赛等高端机器人赛事，助推青少年的竞技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全面发展。此外，机
器人小镇创新启动“逐梦科技，少年强国”
系列公益微课堂活动，通过在校园、社区
广泛地开展各类人工智能科普教育活动，
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科技的种子。
同时小镇为园区企业小候鸟们开展机器
人专题科普培训，为企业小候鸟们科普机
器人相关知识，积极发挥社会教育作用。

接下来，机器人小镇将进一步挖掘基
地内涵，发挥基地功能，为青少年科技普
及工作做出最大的努力，为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持续提供内动力。

区妇联开展“区域协同共富”走亲活动

机器人小镇被评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图片由萧山机器人小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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