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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民瞩目的市文化艺术中
心和便民服务中心项目（简称“衢州

‘两中心’”）已进入收尾阶段，4月份
将完成整体竣工验收。1月10日，我
们来到施工场地，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景象，1500名工人分散在各工地，交
叉进行幕墙安装、内部装修等施工。

走进衢州“两中心”大堂，由复
合铝板和铝方通组成的巨大空间，
科技感十足。穿过大厅，进入文化
艺术中心，1500座的大剧院让人豁
然开朗，顶层波浪造型和错落有致
的灯饰，凸显出大剧院含蓄而别致
的韵味与美感。未来，歌剧、话剧将
在这里轮番上演，为衢州市民奉上
文化与艺术盛宴。文化艺术中心还
有 600 座的小剧场、350 座的音乐
厅，以及场馆面积达到国家一级标
准的图书馆、文化馆和美术馆。

项目施工方——中国联合工程

有限公司EPC负责人常洪伟说：“这
个项目最出彩的地方，在于这6万多
块穿孔铝板，无一是重合的。待铝
板安装完毕，整个项目就是一个大
型LED展示屏，日常会根据节日等
不断变换画面，展示衢州形象。”我
们来到 E座北侧，只见吊车正在升
降一块穿孔铝板，工人站在直臂车
上准确定位，将铝板固定好。“这是
一个没有脚手架的工地，全部借助
吊车和直臂车施工。铝板安放按照
编码一一对应，严丝合缝，差一毫米
都不行。在十月高峰期，现场有 19
部吊车、60台直臂车同步运行。”

“就像蚂蚁啃骨头，一个班组一
天只能安装40块左右铝板。”谈起这
项浩大工程，幕墙负责人、浙江中南建
设集团工程师赵文博滔滔不绝。赵
文博来自北京，从事幕墙制作25年，
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场馆幕墙安

装。即使经验丰富，衢州“两中心”幕
墙安装也让他直呼“难度太大”！

赵文博介绍，项目采用的是双层幕
墙，即内部是玻璃，外面是穿孔铝板。
每块铝板的大小、曲度、形状不一，每块
玻璃与穿孔铝板的间距也从450毫米
到6450毫米不等。“首先面临下单困
难，我们要将6万多块铝板全部建立
模型；其次，现场安装精度要求非常
高，每道工序都要进行三维测量，并提
供编号给工人，据此进行拼装；再次，
体量大，整个工程，玻璃面积为4.8万
平方米，穿孔铝板面积达10.1万平方
米，加上场地狭小，加重了拼装难度。”

“从埋件到龙骨到面板安装，每
一道程序都精确测量，数据全部采

集起来，存放在电脑里，因为数据库
过于庞大，Excel 表格经常运行不
了。”赵文博笑着说，安装铝板每块
用时 30分钟，他们从 9月份开始拼
装，每个班组每天工作时间都在 14
小时以上，到目前已经完成 99.5%，
还有150块正在紧张安装中。

“目前，局部施工区域24小时开
足马力在运转。春节期间，我们预留
300多人继续施工，B区、C区、E区以及
幕墙、局部室外配套都将在2月完工，
其余部分会在4月完工。”常洪伟说。

“文化”里相约，“艺术”里遇
见。这座涵盖市民文化活动和政务
办理的大型城市文化综合体正款款
向我们走来！

幕墙的故事
记者 徐双燕 通讯员 韩林颖

今天，又不想上班了吗？其实，
如果每天都感觉被工作“掏空”，
不一定是不上进，可能是有了“职业

倦怠”。咋回事？
扫一扫，听听专业
人士怎么说。

又不想上班了？咋回事？

除了手工分拣塑料瓶、硬纸
板等可回收垃圾外，还有什么方
法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实现垃圾
分拣，将人从机械的重复性工
作、垃圾散发的臭味中解放出
来？一小时 5700次分拣，最大处

理量可达 50吨的可回收垃圾分
拣设备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希
望。扫二维码，
看看垃圾分类工
作如何进一步走
向智能化。

它替代了人

天气预报

本报讯（记者 毛慧娟 通讯
员 廖文龙 吴林） 13日，记者从
市人力社保局获悉，2021年度浙
江省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指数排行
榜日前出炉：我市 2021年重点群
体就业帮扶 4.32万人次，实现就
业2.97万人，全市重点群体就业帮
扶指数为 96.79 分，位居全省第
一。我市下辖衢江、龙游 2个县
（市、区）帮扶指数位居我省山区
26县前 2名，其余柯城、开化等 4
个县（市、区）也都进入山区 26县
前10名。

据了解，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指
数是省人社厅在数字化改革大背
景下，在 2021年新推出的一个指
数，由5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
标组成，涉及帮扶覆盖面、帮扶就
业情况、人均服务情况、劳动力摸
排情况等方面。“这个指数评价最
初在杭州进行试点，后来在全省推
开。我市后来居上，取得了第一的
成绩。”市人力社保局相关工作人
员相告，该局去年将推动重点人群
就业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
容，以数字化建设为突破口，试点
建设为手段，市县联动、点面结合，
精准帮扶重点人群就业。

为此，市人力社保局成立了数
字就业工作专班，在积极与省厅沟
通对接的同时，加强对县（市、区）
业务工作的指导，开展三轮重点群

体就业帮扶工作督查；针对工作中
出现的帮扶责任不明晰、帮扶动力
不足、系统开发不完善等问题，两
级联动，统筹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
提升改进。同时，分类建立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数据库，动
员基层网格开展地毯式摸排，目
前已完善劳动力数据档案 140余
万份，实现重点就业帮扶人群走访
全覆盖。全面推广重点群体就业
帮扶场景应用，市县乡村4级都已
建成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驾驶舱”，
实现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数字化服
务闭环。

另一方面，市人力社保局将柯
城书院社区、衢江白马新村作为全
市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示范点，推动
各县（市、区）在所属每个乡镇（街
道）分别选择1-2个村（社区）作为
试点，示范引领，分步推进。

此外，人社部门还联合 18个
部门研究制定多渠道支持灵活就
业政策，举办各类促就业培训，并
在全市“残疾人之家”设立就业驿
站，开发绿色公益性岗位 2900余
个，全年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5700余万元；并积极协调市公安、
市大数据等部门，比对完善劳动力
数据 19万余条，每半月下载全市
帮扶明细并分发各县（市、区），针
对性地进行有效帮扶。

“今天还好就安排了两个简单
的手术，我的‘徒弟’自己也能搞定，
不然被堵在高速上一个多小时，差
点误事。”1月 10日下午，记者来到
衢州市中医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四省边际中医院），见到了华
军益医生，他刚刚结束在浙江省中
医院的专家门诊工作，从杭州赶回
衢州。

已经从医数十载的华军益是浙
江省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医
学博士，主任医师，还兼任中国医师
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脑心同治专委
会常委及心脏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
等；擅长冠心病以及心脏起搏介入
治疗，已完成心脏各类介入手术近
万例；承担多项科研项目，获浙江省
科技成果两项，浙江省医药卫生科
技奖和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多
项；近年来在国内一级期刊和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谈及回到衢州的缘由，华军益
教授提到了两个字：情怀。“我就是
衢州人，是衢州二中毕业的。这次
来衢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家乡情
结。”华军益说，去年 8月份，他接到
了浙江中医药大学人事部的电话，

“他们跟我说，学校跟衢州市将有一
个战略合作，现在需要一个人到衢
州市中医医院担任‘领头羊’。”虽然
此前刚刚结束在安吉县中医院两年
的院长生涯，但华军益和妻子简单
商量了下就答应了，“作为一个衢州
人，现在正是我的医学技术和管理
能力比较好的阶段，有这个机会可
以反哺家乡，当然要去了”。

2021年 9月 27日，衢州市人民
政府与浙江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协
议，迈出了双方“四院一体”战略合
作的重要一步。学校选派的华军益
担任衢州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从
2021年 10月 1日开始，华军益就带
着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骨干专家

来到了衢州，一头扎进衢州市中医
医院，按照“直属同质化管理附属医
院”的目标，为把这里建成四省边际
中医诊疗中心，让衢州市中医医院
进入国家三级公立中医院绩效考核
A级行列而努力。

从杭州到衢州，从医院管理到
医疗技术教学，从门诊到手术室，华
军益和他的团队忙得“飞起”。三个
多月的时间一晃而过，而衢州市中
医医院也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现在你看我们医院，从
门诊到手术室，每天都有很多人。
我每周三的专家门诊，经常要加号
看到下午一点多；医院胸痛中心每
个月的业务量增加400%，甚至有金
华、杭州的病人闻名而来。”华军益
说，“也问过病人为什么选择到这里
来看病，病人跟我说，他们小区的人
在聊天的时候分享说，衢州市中医
医院现在专家多、医疗水平高。短
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口碑已

经建立起来了，这让我很欣慰。”在
省里专家医生的带领下，衢州本地
的医生更是受益匪浅，除了医疗技
术的提升，更多的是了解了学科发
展的先进理念，培养了钻研精神。

“我们推出了很多政策来招引
人才，比如给医疗高端人才提供大
额安家补贴和科研启动资金等。我
相信，随着衢州城市品位的不断提
升，和各项人才政策的落实，衢州必
将迎来八方人才，助力经济、文化、
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华军益说，他也将和他的团
队一起，继续为衢州医疗水平的提
高而努力，“希望在几年后，为衢州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质量医疗团
队，为衢州打造四省边际医疗教育

‘桥头堡’添砖加瓦”。

本报讯（通讯员 毛朝阳 周
彩燕） 1月14日，衢州市总工会工
作人员前往衢州东方集团、衢州早
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衢州
二中，分别慰问全国劳动模范潘廉
耻、方向明和全国先进工作者潘志
强。至此，我市各级工会启动了慰

问全国、省级劳动模范活动。
据悉，受全国、省总工会委托，

春节前夕，我市各级工会将对我市
39名全国劳动模范，362名浙江省
劳动模范进行走访慰问，送去党和
政府以及工会组织对劳动模范的
亲切关怀。

我市各级工会
开展慰问全国、省劳模活动

本次征集的作品分为摄影作品及其他

艺术创作形式（绘画、剪纸）两大类。其中，

摄影作品可以单幅或以系列作品参赛，参加

的作品以电子版形式提交，文件为JPG格

式，作品要求长边不低于3600像素，文件大

小不低于3MB；其他艺术形式可包括绘画、

剪纸等平面艺术创作作品，要求必须为系列

作品，以4幅、6幅或8幅为一个系列参赛，剪

纸作品单幅尺寸不得小于A4纸；绘画作品

单幅最小尺寸不得低于 4k（389mm×

546mm）,最大尺寸不得大于6尺整张。

征集作品形式

由两名摄影专业评委负责对参赛摄影

作品进行初选，选出初选作品（初选作品不

少于奖项数量的3倍，如少于3倍则按实际

数量进入初选）；两名绘画、剪纸专业评委

负责对参赛绘画、剪纸作品进行初选，选出

初选作品（初选作品不少于奖项数量的3

倍，如少于3倍则按实际数量进入初选）。

参赛作品围绕“共同富裕”的主题，展

现衢州市范围内的标志性公共建设、重大

事件及成果等。其中，衢江区征集侧重点

为“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领域试

点”；龙游县征集侧重点为“缩小地区差距

领域试点”；衢州市本级和其他县（市、区）

征集侧重点为“打造精神文明高地领域试

点”。反映衢州市范围内民政、民生建设成

果，体现百姓幸福生活的作品。

征集内容及范围

作品初选

主办单位：衢州市民政局

承办单位：衢州市福利彩票管

理中心

协办单位：衢州市委网信办、衢

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衢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衢州市摄影

家协会、衢州市美术家协会

活动举办单位

本次大赛参赛作品需原创，参赛
者本人需承诺对参赛作品拥有完全
著作权，一旦获奖，著作权即归主办
方所有。若有剽窃、抄袭等情形，取
消参赛资格，所造成的法律后果由参
赛者本人承担；获奖作品有可能被采
用为“共同富裕”专项彩票的票面。
获奖作品允许原作者以个人身份参
加省福彩中心向全省征集的“共同富
裕”作品比赛，如获奖，奖金归作品原
作者所有；获奖作品可能被采用在浙
江在线等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入围的
绘画和剪纸作品在获奖后须以实物
形式移交至主办方，并由主办方收藏
（邮寄地址：衢州市西区花园东大道
258号衢州市民政局707室，方金收，
联系电话：13059711885）；所有参评
作品（包括未获奖作品）主办方均有
权在相应平台宣传使用，获奖作品著
作权归主办方，未获奖作品著作权归
投稿人；对未获奖作品，主办方有权
在注明作者后无偿使用其在本次比
赛中的投稿作品。

版权归属

所有参赛作品（包含绘画、剪纸作

品）均以照片形式投稿参赛。投稿时

请标注作品拍摄/创作时间、作者、作

品所展示的基本内容及联系方式。本

次比赛截稿日期为2022年2月8日，

所 有 作 品 请 统 一 发 送 至 邮 箱 ：

362681933@qq.com。

咨询电话：18158706717
（郭老师）

参赛通道

（一）摄影作品奖项
一等奖：
共2名，每名奖金6000元。

二等奖：
共2名，每名奖金4000元。

三等奖：
共6名，每名奖金2000元。

入围奖：
共20名，每名奖金300元。

（二）绘画及剪纸作品奖项设置
一等奖：
各1名，共2名，每名奖金6000元。

二等奖：
各1名，共2名，每名奖金4000元。

三等奖：
各1名，共2名，每名奖金2000元。

入围奖：
共10名，每名奖金300元。

奖项设置

为贯彻落实

《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相关要求，

充分发挥福利彩

票在第三次分配

上的作用，积极

配合即将推出的

“共同富裕”福利

彩票专项票种的

发行推广，根据

工作需要，市民

政局现向社会公

开征集优秀摄影

作品及艺术创作

作品，记录、展现

衢州四省边际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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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人才说

本报讯（记者 方俊）鉴于目前
广东省、上海市疫情形势变化，根据省防
控办工作提示，经市指挥部办公室综合
研判，报请市指挥部同意，上述地区来
衢返衢人员采取以下健康管理措施：

一、上海市来衢返衢人员（从

2021年12月31日起追溯）
1.对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

愚园路 228 号来衢返衢人员实行
“14+7”健康管理措施；

2.对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
(除愚园路 228号)来衢返衢人员实

行“2+14”健康管理措施。
二、广东省来衢返衢人员（从

2021年12月31起追溯）

对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
街道来衢返衢人员实行“14+7”健康
管理措施。

我市对广东、上海来衢返衢人员
实行健康管理措施

“为衢州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高质量医疗团队”
——访衢州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华军益

记者 毛慧娟 实习生 孙家琳

我市2021年重点群体
就业帮扶指数排名全省第一

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有小雨。明天阴有雨。偏东风3~4级。今
天白天最高气温13℃~14℃，明天早晨最低气温6℃~7℃。森林火
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龙和鱼干走出致富路
1 月 12 日，龙游县龙和渔业文化园里工人们正乘着好天气晾晒鱼

干。据了解，浙江龙和水产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今年在投放春节市场1.5万
公斤鱼干的基础上，计划在龙游城东建造新的水产冷链开发基地。新基
地建成后系列产品预计年产量约1500万公斤，其中鱼干系列产品预计年
产量达150万公斤，将采取“公司+村集体+基地+农户”的龙和渔业龙头
富民综合体模式，助力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我们的鱼干现在供不应求
啊！”龙和水产的负责人高兴地说。

记者 江峰 实习生 郭倩琳 郑瀚 通讯员 叶肖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