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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泽宇）

近日，记者从示范区获悉，该区以
提升小微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立足
点，精准施策扶小助微，全面推进“小
升规”工作。截至目前，该区新达规企
业5家（全县8家），占比全县62.5%。

据悉，为了加快推进“小升规”
工作，示范区在县级奖励3万元/家
的基础上配套奖励新上规企业2万
元/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刺激企
业升规的主观意愿；将2019年销售
收入达 1200 万以上以及近年来新
投产、具有潜力的企业纳入“小升

规”企业培育库，落实专员服务制
度，按照服务指导类、重点培育类、
倒逼类进行一企一策分类指导，确
保培育措施和扶持政策落实到位。
截至目前，累计 25 家企业纳入“小
升规”企业培育库；对纳入培育库企
业的销售收入、税收、用电量进行监

测，通过数据匹配性比对，实时掌握
培育企业运行情况。针对进度不
佳、数据异常的企业，协同税务部
门、统计部门进行分析比对，查找症
结，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截至目前，帮
助15家企业解决问题56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9月12日晚，内蒙古通辽市科
尔沁百姓王成云在乘坐了 23 个小
时的大巴后，与老乡们一同抵达了
安吉县。为期 7 天的缝纫工培训，
让她颇有底气。一下车便赶往恒林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在憧憬中开始
了新的生活。

“这批人经过培训后，到车间
马上就可以用，将进一步提升车间
产能。”恒林家居有关负责人腾雨
说。据了解，9月2日，县人社局带
领恒林家居、永艺家具、中源家居
等县内 7 家家居重点企业前往内

蒙古科尔沁区招聘。期间，不仅先
后召开了多场招聘会、与科尔沁区
人社局签订了合作协议，而且在当
地建立了劳务合作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

这是一次突破与创新。“我们在
企业一线员工相对短缺的背景下，
首次在外地建立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就是希望把培训工作做在前面，
实现‘定点招人、定向培训、定向输
送’的目标。”县就业人才中心主任
夏南说，在以往的招聘工作中，他们
发现不少地区的百姓，尤其是贫困
地区的百姓并不是不愿意走出来，
而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不敢走出

来。为此，他们积极与科尔沁区当
地人社局及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沟
通合作，通过设立劳务合作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让当地百姓掌握一定
的基础后，再走出来，真正实现就
业扶贫。基地很快建立，并根据安
吉企业需求，配备了缝纫机等设
备。为了确保这一次招聘成效，前
期，他们还在科尔沁区定点投放了

“绿水青山，安吉喊你来就业”的抖
音招聘视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在实际招聘中，当地百姓积极踊跃
报名。根据企业需求，首批23名意
向人员很快就在培训基地接受了缝
纫工培训。

“通过培训，我们掌握了基本的
缝纫知识，为接下来的工作打下了
基础，心里也更有底气了！”王成云
说，她觉得安吉环境好、待遇也不
错，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带领更
多老乡从家乡走出来，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据了解，第一批员工抵达安吉
后，第二批培训也很快满员，培训完
成后将第一时间输入安吉，满足企
业用人需求。“接下来，我们将进一
步发挥基地作用，加大宣传发动力
度、完善培训体制机制，源源不断地
为企业输入技能员工，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夏南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实习生 谭艺）

金秋九月，天荒坪余村绿道
旁的向日葵成熟，沉甸甸的葵花
盘，饱满的葵花籽，“希望的田野”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们用镰
刀割下低垂的葵花盘，用棍子一
敲，饱满的葵花籽就从葵花盘里
纷纷落下。“出油率特别高，平均
亩产达 135.55 公斤，最高 166.40
公斤！”余村原党支部书记胡加仁
笑道。

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丰产的
向日葵竟是生长于肥力极弱的工
业地复耕田。今年以来，余村围
绕打造原汁原味的“山水林田湖”
美丽风貌，以生态种植、研学观
光、农旅融合为切入点，通过从源
头把控品质、全程智慧化种植，将
原来工业板块复耕为良田。

工业用地复垦，余村并不是
第一次尝试。“8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荒芜的工业用地，土质差，且水
泥土块随处可见。”胡加仁指着眼
前这连片的向日葵回忆道，为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让这块土地重新恢复绿意，村
里对这块农田进行了土壤挖填、
有机肥料改造等，并在这块农田
上种起了向日葵。“但产量如此
高，还是第一次。”胡加仁说。

产量创新高，得益于优质种
苗和科学种养技术。“这多亏省农
业农村厅的支持和省农科院的技
术指导。”胡加仁说，村里共有130
亩左右复耕田，根据余村实际需
求，划分了“复耕水稻种植基地”

“旱地作物改良示范基地”等板块，
并对症下药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智慧农业在余村也得到了成
功运用。在“希望的田野”旁，智
慧农业数据监测牌上显示着各农
田板块风速、空气温度、土壤温
度、土壤湿度等实时数据。此外，
村里新建的智慧节水灌溉设备，
能通过控制田间喷灌系统，对喷
灌水量、时间进行合理调控。

“优良品种加适量适时施肥，
配以合适的种植时间和方法，是
我们解决工业用地复耕的重要手
段。”省农业农村厅派驻余村农村
工作指导员、天荒坪镇党委委员
(挂职)王彦炯说，通过开展遥感
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农业技
术应用，将余村“两山”示范区打
造成一个集精量种植、科研转化、
研学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天地
空”现代智能数字示范区。

在余村，这样的“复耕奇迹”
还将再次上演。“今年 6 月种下的
彩色水稻也将在 10 月底收获，平
均每亩产量预计能在400公斤以
上。”王彦炯说。

■本报讯（实习生 谭艺）

“老板，这些莲藕的个头比前
段时间大了不少呀，给我拿两个
吧。”递铺中心农贸市场某蔬菜批
发零售店内，顾客王女士前脚刚
走，又有两个阿姨围了过来，在莲
藕前仔细挑选。“一个早上的时
间，一箱莲藕已经卖得快见底
了。”老板邱先生说。

最近秋季莲藕上市，许多蔬
菜店内都已经开始摆售，价格在5
元至 7 元/斤不等，相比 5 月份的

‘早熟’莲藕，价格及品质都更加
“亲民”。“5 月份我们就在卖莲藕
了，那个时候的莲藕比较贵，价格
15 元/斤，个头也没现在的大，买
的人不多。”邱先生介绍。

“物美价廉”的莲藕人气速
涨。不少递铺农贸中心的商户表
示，现在零售量加上批发量，一天

大概能卖出100多斤。“秋天用藕
还可以煨汤喝，到时候再过几天
销量肯定更高。”安吉七彩农家蔬
菜店老板刘春梅说。

除了藕之外，还有蔬菜批发
店上新了秋季毛毛菜。“最近店
内 9 月初上新了秋季毛毛菜，价
格为 3 元/斤，每天能卖出 20 多
斤。”佳源农贸市场蔬菜商户范
先生说。一些蔬菜批发零售店
内还上新了多种不同价位的毛
毛菜，“两块五，三块，三块五的
都有，有的叶子大，还会加冰袋
等，用泡沫箱运输保鲜，价格就
更贵一点。”邱先生说。

此外，有商户认为，由于今年
降雨天气和高温旱天较多，部分
秋季蔬菜上新时间可能会往后推
迟。不过大部分商户仍持乐观态
度，“现在天气转凉好几天了，估
计接下来再过 10 多天，秋季的白
萝卜、毛毛菜等都会上市了。”刘
春梅说。还有商户提到，即使受
天气影响较大，但在现代农业技
术的帮助下，种植售卖反季节蔬
菜已经不是问题。

我县在内蒙古建立劳务合作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当地百姓培训后再来安吉就业
科学种养 智慧助力

余村工业复耕农田喜迎丰收

价格优惠 品质更高

秋季蔬菜上新品

示范区5家企业实现“小升规”

近日，安吉护童家具有限公司生产流水线上，机械手正忙着作业。该公司注重科技研发，在不断提升产
品科技含量的同时，也在生产流程中加大现代化机械操作，提升企业产能，满足市场需求。

全媒体记者 夏鹏飞 摄
“机械手”提产能

广告

公 告

为充分保障我县生育保险参保人员的权益，
根据《湖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生育保险新老
政策衔接过渡期的通知》（湖医保办发〔2020〕12
号）文件规定，将原《湖州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
保险合并实施细则》（湖医保联发〔2019〕13号）文
件中“2020年7月1日之前，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条
件继续按连续正常缴费满 6 个月标准执行；2020
年7月1日之后，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条件按连续正
常缴费满12个月标准执行。”作如下调整：2020年
10月31日之前（含10月31日），生育保险待遇享

受条件按连续正常缴费满 6 个月标准执行；2020
年11月1日之后（含11月1日），生育保险待遇享
受条件按连续正常缴费满12个月标准执行。

请办理生育保险的参保人员及时到县医保中
心办理，并请广大参保人员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县医疗保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待

遇科 5021357）
安吉县医疗保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9月14日

关于撤回、注销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的公告

为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交易和滥食野
生动物的决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
条第六项规定和《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目录》《农业农村部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规
范蛙类保护管理的通知》《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妥
善处置在养野生动物的意见》
要求，及管理职责的划分，我局
对以下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
许可证予以撤回、注销（见附
表）。

特此公告。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安吉县林业局）
2020年9月16日

附表：安吉县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撤回、注销名单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单位名称
安吉杭垓雷氏龟业养殖园
安吉杭垓曹坞坑黄缘龟养殖场
安吉杭垓随缘养龟场
安吉杭垓龟之园黄缘龟养殖场
安吉孝丰中军黄缘龟养殖场
安吉孝源王家风范养龟场
安吉裕达牧业有限公司
安吉亚峰蓝孔雀养殖场
安吉孝源兴军水产养殖场

法人代表
雷改生
李开启
廖秀美
廖红春
王中军
王雪祥
唐伟
胡亚锋
郑兴军

证号
浙林驯繁(2016)106号
浙林驯繁(2018)119号
浙林驯繁(2018)26号
浙林驯繁(2016)28号
浙林驯繁(2016)14号
浙林驯繁(2017)128号
浙林驯繁(2016)70号
浙林驯繁(2020)10号
浙林驯繁(2019)253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单位名称
安吉递铺大天水产养殖场
安吉递铺潮生水产养殖场
安吉灵峰传明黄缘龟养殖场
安吉天荒坪菊红乌龟养殖场
安吉递铺安深龟类养殖中心
安吉报福爱莲黄缘龟养殖场
安吉杭垓丽源养龟场
安吉杭垓能能黄缘龟养殖场
安吉杭垓鑫森家庭农场

法人代表
邵月艳
王潮生
张传明
朱国华
黄伟华
吴爱莲
王庆丽
王庆权
廖红菊

证号
浙林驯繁(2017)133号
浙林驯繁(2017)103号
浙林驯繁(2017)61号
浙林驯繁(2019)265号
浙林驯繁(2019)187号
浙林驯繁(2019)230号
安林驯（2016）01号
浙林驯繁(2016)6号
浙林驯繁(2016)26号

2020年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名单公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完成 2020 年省政府确
定的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根 据 安 民

〔2020〕18号文件要求，现将
原公示名单中因老人住敬
老院、家属不愿意等原因替
换的 16 户改造对象名单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从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2020 年 9 月
25日。

监督电话：5123316。
安吉县民政局

2020年9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老人姓名
陈世德

陈炳祥

林长根

周根娣

马松妹

查德州

叶明富

蒋尉金

方莲英

郑德富

王继良

陈文娟

马新民

赵不友

邵苗根

陈明忠

身份证号码
330523xxxxxxxx521X

330523xxxxxxxx5212

330523xxxxxxxx5811

330523xxxxxxxx3428

330523xxxxxxxx6425

330523xxxxxxxx2537

330523xxxxxxxx2516

330523xxxxxxxx1313

330523xxxxxxxx0524

330523xxxxxxxx0516

330523xxxxxxxx0014

330523xxxxxxxx0525

330523xxxxxxxx3216

330523xxxxxxxx3216

330523xxxxxxxx6217

330523xxxxxxxx6211

县区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乡镇（街道）
报福镇

报福镇

孝丰镇

鄣吴镇

上墅乡

递铺街道

递铺街道

梅溪镇

昌硕街道

昌硕街道

昌硕街道

昌硕街道

天子湖镇

天子湖镇

天荒坪镇

天荒坪镇

村（社区）
景溪村

景溪村

新村村

民乐村

龙王村

安城村

安城村

红庙村

石鹰村

高坞岭村

递二社区

石鹰村

良村村

西亩村

马吉村

马吉村

类别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边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低保

优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