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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万震东）

上午 8 点，在申嘉湖高速公路
孝源至唐舍段工程施工现场，数
十台大型机械设备及施工人员正
在有条不紊摊铺水稳。当天施工
的是整个水稳工程的试验段，在
每一遍铺料、每一次碾压后，工作
人员都要现场测量校对，以保证
水稳层的质量。

申嘉湖高速公路孝源至唐舍段

项目是我县“十三五”期间交通重点
建设项目，也是连通浙皖两省的主
要高速通道，总长约 33.7 公里，项
目总投资约61.2亿元，建设工期36
个月。该项目于2018年11月动工
建设，经过近两年施工，路基工程基
本进入扫尾阶段。近日，该工程正
式启动路面施工模式。

申嘉湖高速公路孝源至唐舍段
工程三标段总工朱爱民介绍，通过
此次试验段的施工，将对基层水稳

的各项参数进行总结，为后期施工
打下良好基础。

据了解，申嘉湖高速公路孝源
至唐舍段工程三标作为整条高速
的路面施工单位，在 8 月底前就做
好了各项路面施工的交底工作。
眼下，路基施工段交验一段，水稳
摊铺就跟进一段。目前，申嘉湖三
标路面工区共配备了近百名施工
人员，在其他路基标交验之后，水
稳段施工便能及时地更进。按照

目前人员机械的配备情况，每天的
施工能力能达到施工一公里水稳
面层左右。

申嘉湖高速公路孝源至唐舍
段工程路面施工负责人叶利峰表
示，接下来会及时和路基标段加
强沟通并尽快施工，保证按指挥
部的年度节点要求，完成 60%的
水稳施工，年后沥青路面将全面
启动，确保明年 9 月底前完成所有
的路面施工。

申嘉湖高速公路孝源至唐舍段路面工程全面启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昨天上午，县“女委员”工作总
室挂牌启用，县政协主席赵德清、
副主席杨绍军、秘书长杨慧伟参加
启用仪式。

赵德清指出，今年 5 月以来，
县政协创新开展助力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助推县域治理现代化
工作，“女委员”工作总室的成立体
现了广大女政协委员积极投身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助推县域治理现
代化的责任担当，同时也是妇联界
别围绕“安吉之治·我来协同”主
题，创新履职机制、丰富履职内容、
延伸服务半径的一项重要举措。
政协其他界别要以妇联界别为榜
样，整合资源、探索创新，在助推县
域治理现代化上贡献智慧和力量。

赵德清强调，“女委员”工作总
室开辟了女性参与县域治理的新
渠道、拓展了女政协委员履职尽责
的新内容、丰富了妇联组织联系服
务妇女的新载体，要坚持高点站
位，深刻认识妇联组织、女政协委
员参与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要坚持管用有效，做好骨干领衔、
平台推动、组织保障，切实发挥妇
联组织、女政协委员参与县域社会
治理的积极作用；要坚持改革创
新，突出工作整合、突出手段创新、
突出品牌塑造，不断提升妇联组
织、女政协委员参与县域社会治理
的品牌影响。

启用仪式前，与会人员还实地
参观了“委员伊家”工作站、县“女
委员”工作总室，并举行了“女委
员”工作室（站、点）代表授牌仪式。

县“女委员”工作总室
挂牌启用
赵德清参加启用仪式

项目建设现场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沈汤孝吉）

昨天上午，我县举办“情系绿水
青山 绘写美丽安吉”“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十五周年浙

江当代中国画研究院书画作品展。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陆为民，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何承明参加。

据了解，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
画作品54件，全部来自浙江当代中
国画研究院的艺术家。今年七月，

他们齐聚安吉，以“浙江”“当代”“中
国画”的特点描绘安吉的山水、田
园、乡村，充分展现安吉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发展成果。此次书画展将
促进浙江当代中国画研究院艺术家

与安吉艺术家以及美术工作者进一
步开展文化艺术交流、丰富文化艺
术生活。

书画作品展上，浙江当代中国
画研究院向余村和吴昌硕纪念馆分
别赠送作品。

我县举办浙江当代中国画研究院书画作品展
陆为民参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日前，《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
式签署，安吉白茶成功纳入保护范
围。根据这一协定，安吉白茶等我
国第一批100个知名地理标志将获
得欧盟的保护，有效防止仿冒等侵
权行为。

“安吉白茶”作为安吉的富民
产业，从上世纪 90 年代单株母树
发展到 17 万亩规模茶园，产量、产
值分别达到 1830 吨、26.92 亿元，

并以41.64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十
一年跻身全国茶叶类区域公用品
牌十强。

地理标志是表明产品产地来源
的重要标志。“这是对安吉白茶品
质、安全性的高度认可。”县农业农
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韩树根表示，
成功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
名录，对安吉白茶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茶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安吉白茶在全国 2000 多个茶叶

地理标志中脱颖而出，源于其过
硬的品质。近年来，我县通过推
行标准化茶园建设、引导规模化
茶叶生产、实施常态化产品检测，
提升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
化水平；同时，全面出台涵盖茶园
抚育管理、品牌建设、市场营销、
全产业链培育的多层次、多门类
的综合扶持政策。

做大白茶市场的同时，还做活
了白茶产业。近年来，我县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生态优先为原则，求新求变、与时俱
进，加快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扩大
了安吉白茶品牌影响力。眼下，安
吉正全力打造白茶飘香精品观光
带，安吉白茶产业正朝着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行。

未来，我县将继续深耕安吉白
茶产业,着力推动产业延伸拓展、品
牌创优创强、农民增收致富,将“一
片叶子”打造成中国绿茶的领航品
牌，努力朝着“百亿产业、百年品牌”
的目标进军。

做大白茶市场 做活白茶产业

安吉白茶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范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昨天，县委书记沈铭权赴杭垓镇调研乡村振兴
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安吉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强化
党建引领，完善基础设施，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县领导徐勇、沈鑫钰参加。

在七管村，沈铭权实地踏看了星火广场，了解
村庄文化底蕴、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态打造等情
况。沈铭权指出，要继续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并做好与绿色生态环境、休闲产业发展等有机结
合，努力打造红色旅游特色品牌，实现村集体和村
民增收致富。观生态、看民宿、访项目，沈铭权在和
村详细了解了大乐之野二期项目建设，以及民宿群
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拉高标杆、系统谋划，坚持
项目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合，
推动民宿精品化、特色化发展，形成集聚效应，同时
积极搭建载体，调动村集体和村民参与积极性。在
松坑村，沈铭权与村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村
庄经营情况，要求村里要进一步创新思路、提升经
营理念、突出自身优势，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
进性和带动性，充分激发乡村经营内生动力，鼓励
大家积极主动参与村庄建设与发展，真正实现“田
园美村、电商兴村、物业强村、生态护村”的目标。

杭垓镇14个村抱团开发“飞地＋仓储”项目，
主要通过建设物流仓储厂房来壮大村集体经济。
沈铭权认真踏看现场，了解项目推进、功能布局以
及村庄受益情况。他强调，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要强化精品意识、安
全意识，精心组织施工，严把工程质量，推动项目早
竣工、早投产，并持续探索实践“飞地”强村的新模
式、新方法，让项目发挥更大作用。

沈铭权对杭垓镇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强化基层
党建等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把产业振兴作为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把好项目准入关的基础上，以
规划引领，持续创新思路，大力盘活资产，因地制宜
培育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更好地惠及
和带动群众。要持续优化乡村环境，完善公共服
务，倡导文明新风，深化基层治理，全面提升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要以党建为引领，选优配强带头
人、领头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
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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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农民周秀财捐献器官救3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昨天下午，县委书记沈铭权督
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强
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安吉重要指示精神，再接再厉、
顺势而为、乘胜前进，坚持创建为
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突出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充分发动群众、依
靠群众，更好补短板、强弱项、增内
涵，不断推动创建向纵深发展，确保
以高分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何承明参加。

沈铭权走进实验小学，察看校
园环境、创建工作推进，与家长志愿
者面对面交流，了解志愿活动开展

情况。沈铭权对学校在参与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表示
肯定，他指出，学校要持续丰富创建
载体、浓厚创建氛围，以创建工作为
抓手，进一步美化校园环境、提升师
生文明素养，开展好“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动员和鼓励更多师生家长
热情支持、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详细了解了人民医院就诊环
境提升、志愿服务开展等情况后，沈铭权
对医院通过设置“一米线”、张贴公
益广告、设置志愿服务台等引导市
民文明就诊的做法点赞。他指出，
医院等窗口单位要在细节上多下功
夫，注重常态管理，强化教育引导，
不断优化服务环境，让老百姓养成

文明行为习惯的同时，也让他们享
受到更加方便舒心的公共服务。走
进昌硕街道三友社区，沈铭权仔细
察看社区功能设置，详细了解群众
办事流程。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创
建为民理念，不断提升管理能力
和服务水平，畅通渠道、共建共
享，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创
建带来的新变化，带动和引导他
们积极参与创建，以创建新成效
回应群众新期待。

沈铭权还来到创建办，详细了
解各组工作开展以及创建工作推
进情况，勉励大家认真工作、奋力
拼搏，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进
一步细化分解任务、统筹创建进

度，加大指导力度，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

沈铭权强调，现在是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的关键时期。全县上下
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继
续拉高标杆、提高标准，明确职责、
狠抓落实。要坚持高标准推进，抓
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文明建
设，强化细节管理，确保每个环节
经得起细评、细看、细查。要充分
发动群众，认真回应群众诉求，发
挥好群众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
的主体作用。要以创建为契机，锤
炼干部作风，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城市文明
迈上新台阶。

沈铭权在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时强调

创建为民 创建靠民 创建惠民
以创建新成效回应群众新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