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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上张村，“鄣南胜地”的门
楼巍然而立，一旁的墙体上生动描
绘了上张村的村容村貌。沿着老石
板铺设的小道漫步，清澈的张鸣溪
蜿蜒而下，前门桥上，村民向游客们
介绍着前门坦古村落的悠久历史。

上张村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资源。上百年的古树、春秋战国时
期先民的拓荒创业历史、明清时期
的建筑遗址、杨潘两大家族的历史
……“充分挖掘人文资源，通过文
化设施建设提升村容村貌，丰富村
庄文化内涵。”上张村党总支书记
王炳法介绍说，围绕着“古朴上
张”，村里修建了文化礼堂、山民文
化馆等文化展示设施；同时着重在
前门坦自然村打造节点，通过修复
前门坦古村落，建起古树公园、休
闲广场、星级公厕等，将整个村庄
建成了一个景区。

“美化了村庄环境，也让生态
得到保护。”住在古树公园附近的
上张村村民胡长江说，这两年村里
建起了公园，修缮了河道，处处都
是靓丽的风景线，村里环境越变越

好，村民们都感到高兴。
同处安吉西南片区，章村镇

郞村村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中，也将文化元素进行了巧
妙运用。

郞村是湖州市仅有的两个少
数民族村之一，该村在推进过程中
对村庄展开了整体规划设计，大力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形象打造，同
时也更加突出文化内涵的提升。进
入夏季，郞村村民族体育健身广场
成了村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只要
稍稍留意，便会发现，广场上的雕
塑、景墙、篮球场、标识牌以及绿化
空间等，随处可见“凤凰”元素。

今年以来，郞村村在美化村庄
环境方面先后开展了畲族祠堂节
点、畲药馆、畲药文化长廊节点、小
游园节点等 16 项重点项目建设。

“通过景物与文化的融合，凸显畲
族特色，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和感
受畲族的历史和民俗风情。”郎村
村党总支书记何存芳说，村庄建设
离不开文化底蕴，要看得到美景，
品得到乡愁。

从“百日攻坚”到“百日提升”

我县农村人居环境走向全域持久美我县农村人居环境走向全域持久美

在报福镇中张村，每天清晨，
村里的保洁员就会开着保洁车，
挨家挨户上门收垃圾；村民们听
见垃圾收集车的歌声，便会拎着
一绿一黄两个垃圾桶走出家门。
只需扫一扫贴在门上的二维码，
再将分好类的垃圾称重，便会获
取相应的积分。“积分可以换购商
品，大家都乐意参与。”村民杨春
凤笑着说。

不仅如此，中张村在垃圾智
慧化管理的基础上，建设了生活
垃圾资源化处理站，实现了全村
537 户家庭的易腐垃圾不出村。

“废物得到利用，不仅环境变好
了，农户也得到了实惠。”村民张
乐强家在今年5月接通了沼气管
道，平日里烧菜炖开水非常便利。

据介绍，中张村共建有 3 处
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供附近农
户和农家乐使用。“节省了清运成
本，同时也实现源头的资源利用。”
报福镇中张村党总支书记程驰说，
将厨余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分解
发酵变成的有机肥能再还山，产生
的沼气还可作生活燃料。

设立村物业管理工作站，配强
配足保洁员队伍，严格制定网格化
制度、村规民约；报福镇上张村始
终把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工作作为
一项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全力呵
护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

“每月定期开展集中检查，村
班子人员带队，党小组长、村监
委、保洁员一起下村到各农户家
中。”报福镇上张村党总支书记王
炳法介绍说，通过制定红黑榜，对
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晾晒，以此鼓

励村民更好地落实垃圾分类，守
护美丽环境。

报福镇推行的垃圾智慧化管
理是我县试行垃圾分类长效管理
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美丽乡村
示范区，我县 2003 年就建立了

“户集、村收、乡镇中转、县集中处
置”的垃圾处理模式。10 多年
来，农村垃圾管理已从基本保洁
推进到垃圾分类，再提升到垃圾
不落地；垃圾分类工作获得了
2017 年度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工作优胜县的荣誉，《安吉县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项目》还被编入

《中国宜居城市规划建设概览》一
书，作为先进做法在全国推广。

自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提升”
行动开展以来，各乡镇（街道）已
逐步落实工作。截至目前，已累
计清理垃圾911.15吨，处置乱堆
放 694 处，清除乱搭建 95 处，整
理田园3.48 万平米，消除露天粪
坑35个，修复破损道路1732米，
补种绿化1.7万平米，整治违规广
告406个。

“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提升工
作领导小组将牵头开展考核工
作，按照督察组每月考核得分情
况，对所有的行政村、农村社区进
行五色亮牌。”县农业农村局农村
社会事业发展科科长王怡君表
示，“百日提升”行动结束后，将对
各乡镇（街道）进行常态化检查考
核，通过不断完善垃圾分类机制、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探索创新治
理机制等，为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打下扎实基础，确保农村“容颜不
老”，实现人居环境持久美。

在农村环境整治提升的过程
中，村民不仅是环境美化的受益
者，更是参与者。

雨后的余村，云雾缭绕，如仙
境一般。远处是隐隐青山，近处
是精美别致的农家小院，家家花
草繁盛，户户绿树成荫。今年 3
月，天荒坪镇余村村启动了开放庭
院建设，首批完成建设的5户农户
已迎来多批游客。“庭院打开后街
道更美观了，游客也更多了。”绿缘
民宿业主胡斌在打开自家庭院后，
深深地感到这个庭院开对了。

“在城市里呆久了，在这里感
觉非常舒服。”来自江苏的游客高
先生一行人此次专程到余村感受
青山绿水，体验悠闲自得的生
活。在村民洪斐然家的庭院里，
他们依靠在长椅上，一边欣赏着
眼前的山水，一边品尝着农户老
板做的烧饼。

村民胡有乾趁着庭院改造，

将自己民房改成了老胡酒坊。走
进老胡酒坊，阵阵酒香随风扑鼻
而来。他在院里搭起了长廊，在
大树下新添置了摇椅和石桌，地
面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大小不一
的小酒坛。凭借着独特的风格，
老胡酒坊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做
客，胡有乾站在庭院中正热情招
呼着到他这里串门的邻居和游
客，“每到晚上，庭院里就坐满人，
我的小酒坊人气可旺了。”他开心
地说道。

人人参与村庄建设，个个干
劲十足。通过打造开放庭院，让
村民和游人共享大花园，村民打
开围墙和大门不仅实现了创业，
也激发了村庄内生动力。

鄣吴镇上吴村的王凤琴在自
家庭院里种了各种花草植物，让整
个庭院充满绿意、生机盎然。一走
进她家的美丽庭院，顿觉阵阵兰香
扑面。原来，王凤琴在院内一角开
辟了兰花园，经过几年的扦插，目
前已经有400多盆兰花了。围墙
的一侧，印刻着她家的家风：淡如
秋菊何妨瘦，清似莲花不染尘。墙
边，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整齐摆
放着。“花盆都由酒坛子、破碗罐改
造，既环保又经济。每天都有朋友
来向我取经，大家都想把自家院子
打扮漂亮了。”她说。

今年以来，鄣吴镇通过实行
“美丽庭院”创建比拼活动，将“美
丽庭院”创建活动与村庄环境整
治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乡村“颜
值”，丰富百姓生活。现在的鄣
吴，一个个美丽别致的庭院，让各
村绽放出别样风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依河而建的古树公园里，绿意
葱葱的枫香树摇曳生姿；树下蜿蜒
的公园小道上，村民和游客在休憩
设施上静坐聊天；鸟语花香、悠然
自得，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是
报福镇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所取得的成效。
6月19日，我县启动农村人居

环境“百日提升”行动，与报福镇一
样，各乡镇（街道）围绕村容村貌品
质、生态环境质量、“三大革命”成
效、长效管理水平四大方面，扎实
推进环境提升工作，保障农村“美
丽”成色。

提升“颜值”塑强“气质”

环境提升 全民参与 美丽环境 长效管理

广告

兹定于 2020年7月21日上午10点30分在安吉县昌硕
街道三友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一楼会议室举行房屋租赁使
用权拍租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租标的：位于安吉县昌硕街道禹山坞小区的物业
管理用房(1号、2号)十年租赁权，整体拍租。物业房1号建筑
面积约为：561.12平方米，物业房2号建筑面积约为：58.4平
方米，合计建筑面积约为：619.52平方米。租赁起拍价为人
民币12万元/年。房屋租金以先付后用的原则，一年一付，首
年租金按照拍租成交价支付,前三年租金不变，第四年开始每
年租金均在前一年租金的基础上递增5%。租赁期限从签订
租赁合同之日算起。经公开征集招商，若只产生一名竞租
者，将按照以不低于起拍价进行协议租赁。若产生两名或以
上竞拍者，将采取竞拍方式进行拍租。

业态范畴：以文化休闲体验会所及办公场所为主，拒绝
桑拿、夜总会、网吧等行业租赁入驻。该标的不得用于经营
有污染、噪音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以及有碍周边环境的项
目，还须符合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规定。

二、看样、咨询、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0日下午16时30分前接受电话咨询、预约看样及办理报名
登记手续。

三、注意事项：
1、凡有意参拍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并缴纳参拍保

证金人民币10万元，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领牌竞拍。
2、保证金交付至：杭州天正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杭

州银行留下支行,账号:3301040160015800702),以报名截止
时到账为准。

3、本次拍租标的均以现状为准，竞租人办理竞拍手续均
视为已了解及认可标的现状和瑕疵（包括隐形瑕疵），本公司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四、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572—5028888,13735120133
(杨女士)

五、报名地址: 安吉县昌硕街道祥和路浦源铭楼一层
AB座

杭州天正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9日

房屋拍租公告

2020年5月26日，安吉县人民法院根据义乌市丽
丝化妆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安吉利嘉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嘉置业”）强制清算一案，案件号
为（2020）浙0523清申1号。同时，根据安吉县人民法
院作出的（2020）浙0523强清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华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现在就强制清
算事项告知全体债权人及利嘉公司债务人如下：

一、请利嘉置业债权人接到债权申报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
性质、数额、形成原因等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未
到期的债权,应视为已到期,在强制清算程序中依法予
以清偿；附利息的债权利息计至实际分配之日止，债权
人应提交书面计算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强
制清算程序中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表决权,享有表决权

的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会议对财产变价、分配等重
大事项进行表决,表决程序参照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
定。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能通过的,由清算组报人民法
院批准。

二、利嘉置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三十日内向利嘉置业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三、利嘉置业清算组由浙江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 公 司 组 成 ，联 系 人 ：李 卓 鑫 ，联 系 电 话 ：0572-
5507591，债权申报及处理事务地址：安吉县昌硕街道
迎宾大道268号三楼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7月8日

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