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报道组 郑晨 王思
通讯员 翁水珍） 5月 12日，笔者
来到柯城区九华乡的柑橘采后数
字化处理中心（下称“处理中心”），
柑橘光电分选设备上，柑橘历经清
洗、烘干、瑕疵检测、糖度检测、果
径检测等流程，不同规格的水果分
别落进不同的水果箱，工人们在有
序地打包装箱。

该处理中心是佳农果蔬智慧
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内容之一。
2020年起，省骨干农业龙头企业
浙江佳农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计划
在柯城投资 6785万元，主要用于
建设数字农业示范基地、柑橘智
慧大棚，配置智能化管理系统、智
能水肥一体化系统、环境感知控
制、生产可视化、病虫害监测预

警、物联网设施设备等；建设处理
中心 7300平方米，引进柑橘光电
数字化分选生产线、数字化自动
包装线各 1套，建设数字化气调冷
库 8000立方米，新增柑橘智能商
品化处理能力 2万吨/年。现已完
成投资 5200余万元，数字农业示
范基地、柑橘智慧大棚、处理中心
等基本建成。

“柑橘光电分选系统采用无损
检测技术，可以精准检测柑橘的瑕
疵、果径、糖度，柑橘分果效率能提
高 5倍，节省人力 70%。”处理中心
负责人孔强胜说，依托这套分选系
统，一季度公司柑橘销量 1000余
吨、产值 3000余万元，比同期分别
增长20%、15%。

近年来，柯城区探索“标准化+

科技”农业模式，深入实施数字乡
村战略，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创新
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在位于万田
乡的柯城数字农业科创园项目现
场，工人们忙于制作桩基钢筋笼，
机械在基地上进行打桩作业。

“科创园建设内容包括数字
农业科创培训展示服务中心、数
字农业孵化区、植物工厂、科创企
业总部及其他配套设施等。项目
计划总投资 8.72亿元，总建筑面
积约 15.6万平方米。”项目现场负
责人寿麒彪介绍，他们将以建设
四省边际数字农业经济发展高地
为目标，一手抓防疫、一手赶进
度，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
速项目推进。如今，建筑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的植物工厂已建

成，预计 5月 20日前完成科创服
务中心桩基工程。

目前，柯城区聚焦“衢州有礼”
诗画风光带“两溪（石梁溪、庙源
溪）两港（江山港、常山港）”区域，
建成农法自然、韵泽盈等13个数字
农场标准化示范基地，数字化技术
应用面积达 12673亩，所有行政村
电商服务站实现全覆盖。

下一步，柯城区将全力推动数
字农业科创园、佳农果蔬智慧农业
示范园、坞石数字蔬菜科技示范基
地、衢六味康养药博园等一批数字
农业项目落地，提升农业数字化生
产水平与社会化服务水平，推动柯
城柑橘、蔬菜、中药材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

“齐头并进”。

本报讯（通讯员 姜毅）“这
部叉车的维保信息不完整，请马
上核实。”近日，常山县纪委县监
委派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利用

“浙江特种设备在线”系统对某企
业的特种设备的使用单位、人员、
检验、维保等信息进行在线抽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交办市场监管
部门闭环处置。

去年以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
先后开发“浙江公平在线”“浙食
链”“浙江外卖在线”等十大数字化
改革应用场景，全面推进市场监管
领域数字化改革。为抓好这些应
用场景在基层早落地、早见效，常

山县纪委县监委派驻县委办纪检
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保障职能，通
过“嵌入式”监督，一线走访、全程
跟踪，做到数字场景应用推广到哪
里，纪检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着力
化解难点、堵点，为数字化改革保
驾护航。

在“浙江特种设备在线”应用
推广伊始，由于一些企业认识不到
位，导致赋码工作进度偏慢。派驻
纪检监察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
极发挥协调作用，凝聚经信、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部门，以及乡镇（街道）
的合力，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全县

2171台在用特种设备100%赋码。
在派驻纪检监察组支持和监

督下，常山县市场监管局全面贯通
省局相关数字化平台，打通平台落
地最后一厘米，实现市监安全领域
数字化应用场景全覆盖、全落地，
所有特种设备、食药生产企业、重
点餐饮单位、进口冷链食品等实现
线上全覆盖监管、线下精准再监
督，为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装上

“千里眼”“顺风耳”。
数字赋能、智慧监管，让市场

监管干部尝到了数字化监管带来
的甜头。常山县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数字化监管，原

先需花几个月时间才能做到所有
特种设备全覆盖现场检查，如今 3
天时间便可完成线上全业务巡
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
全县市场监管领域整体安全有序，
未发生一起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外
卖餐饮违规次数下降 94.9%；食品
药品投诉率下降3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监
督，在抓好已有应用提质增效、进
一步健全长效机制的同时，要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推动职能部门结合
实际，打造具有常山辨识度的创新
亮点。”派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 方争游 张
婧）“您好，请扫码、亮码、测温。”5
月12日，开化县华埠镇大郡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颜春凤相告，
自从 3月设立卡口以来，由 4名工
作人员轮流值班，从未间断。

“在华埠镇，像大郡村一样的
疫情防控卡口共有85个，由300余
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轮流
值班，落实测温、亮码、扫‘衢通
码’、戴口罩等疫情防控措施。”镇
党委委员李霞相告，今年3月，疫情
突袭开化，华埠镇迅速行动，成立
工作专班和疫情防控督导组，精心
编织疫情防控“六张网”，即村（社）

网格责任网、入境人员管控网、重
点场所管控网、“衢通码”扫码网、
全民免疫接种网、全方位宣传网。

该镇以村（社）网格为单位，建
立“五包一”队伍，加强重点人员摸
排，4月以来，全镇 115个网格，摸
排县外返开人员1059人，成功劝导
非必要暂不返乡的中高风险区域
人员120余人。为做到“内防反弹，
外防输入”，对入境人员建立“一对
一”每日核酸督查机制，每日发送
核酸检测截图。

编织重点场所管控网是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点。该镇联合县市
场监管局华埠分局加强对农贸市

场、商场等重点场所的巡查，对未
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政策的商户
予以关停处理。截至目前已关停
商户 6家；劝导红事缓办 10余起、
宴会不办20余起。

编织全方位宣传网，为疫情防
控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做到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该镇除通过
会议、微信、广播、视频、墙报、标
语、电子屏等以外，还建立由党员
干部、网格员、“老娘舅”等200多人

参加的 39支疫情防控志愿者宣传
队伍，采取“普通话+方言”的宣传
模式，身穿“红马甲”手持“小喇叭”
深入田间地头，穿梭大街小巷，进
行巡回宣传。

为筑起全域安全屏障，该镇通
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一对一”
电话动员可接种人员前往方舱进
行加强针接种，为做到“应接尽
接”，村（社）两委干部“面对面”暖
心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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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日历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金
阳） 5月 8日，江山市塘源口
乡仓坂村农民林龙标来到清
湖街道和睦村，向该村猕猴桃
种植户陆源现场传授猕猴桃
树的疏果技术及管理经验。

从 2011年起，林龙标开
始种植猕猴桃。在江山市农
业农村局和江山农商银行的
帮助下，他从最初的 10亩发
展到去年的100多亩，收入50

多万元。多年在猕猴桃种植
行业上的摸爬滚打，使林龙标
掌握积累了一套猕猴桃种植、
剪枝、人工授粉，以及疏花疏
果等方面的经验，被人们称为
土专家。

近年来，他多次为塘源
口、张村、贺村等乡镇的 100
多位猕猴桃种植户传授种植
技术及管理经验，受到人们的
赞扬和好评。

土专家上门传技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怡
黄婷婷 陈勤幸） 5月9日，在
常山县青石镇阁底村的乡村
文化讲堂，镇纪委、镇妇联邀
请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秀
芳对《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
深入解读，60余名农村妇女、

学生家长聆听讲座。
通过学习，帮助家长深入

理解《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的
现实意义，帮助家长更好承担
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调动全社
会力量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
作，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法律讲座走进青石镇文化讲堂

本报讯 （通讯员 方争
游）5月 12日，笔者在开化县
桐村镇王畈村看到，坐落在公
路旁的两栋房屋内外装修一
新，墙上红色共富驿站六个大
字格外亮眼。

“原来这里是上世纪 70
年代建造的队办企业石灰
厂。”村党支部书记谢有珍相
告，因为石灰厂污染严重，于
1998年停办。之后，一直被闲
置着。去年，在联系部门开化
县供销社的帮助下，把破旧石

灰厂改建为新时代红色共富
驿站，面积300平方米，有农产
品分检室、冷藏室、代办室、直
播间、展示厅、办公室等。

如今，红色共富驿站，成
为农产品的收购站，由县利
群超市工作人员前来收购。
目前，已收购各种农产品三
批次，价值共计 2 万余元。
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红色共
富驿站，自发捐赠各类“爱
心蔬菜”2400公斤，送往抗疫
一线。

王畈村建起红色共富驿站

本报讯（通讯员 周婉怡）“小
周，真是太谢谢你了，这次可是帮
了我一个大忙啊！”5月 6日上午，
家住柯城区花园街道安装社区的
章奶奶，远远看到在网格内巡查的
网格长周建珍就上前打招呼，握住
周建珍的手不住地道谢。

原来，86岁的章奶奶因丈夫生
前遗留的房产和抚恤金分配问题，
与其继子、继女产生了矛盾，因疫
情原因，继子、继女在外地无法返
衢和章奶奶面对面交流，章奶奶一
筹莫展。

周建珍了解情况后，耐心安抚

章奶奶的情绪，多次前往街道司法
所向“坐诊”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
知识，并及时打电话与远在外地的
章奶奶继子、继女沟通。一开始，章
奶奶的继子、继女非常反感，拒不接
听电话，事情一度陷入了僵局。但
在周建珍的不懈坚持下，动之以理，

晓之以情，最终章奶奶的继子、继女
被周建珍的诚意打动。

5月2日，章奶奶打电话告诉周
建珍，已经收到了属于她的那份抚
恤金，“这几个月下来，压在我心里
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电话
那头的章奶奶喜极而泣。

开足马力多生产
位于江山市上余镇江东化工园的浙江米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智能家居清洁用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共有4条智能生产线，员工40余人。目前，获得国家专利50多个，产品
出口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

图为5月6日，公司员工正在组装产品。
记者 吴昕悦 报道组 程伟 通讯员 毛罡剑 摄

探索“标准化+科技”模式

柯城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数字赋能 平台落地

常山县市监局数字化监管尝甜头

安装社区网格员坚持不懈化解居民家庭矛盾

乡村日历

华埠镇编织疫情防控“六张网”

行走基层

“反诈反邪”宣传
5 月 7 日，衢江公安分局大洲派出所联合“老兵战队”成员，在全

旺镇官山底村开展反诈、反邪宣传活动，老兵们走村巷、进家庭，当起
“反诈反邪”宣传员。民警和老兵们手持播放着反诈提示的小喇叭，
走村入户进行“敲门”行动，到村民家中、进田间巷头进行现场宣讲，
以案释法。 记者 方洁瑶 通讯员 张莹 摄

开展防疫督查
近日，柯城区新新街道杨浦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
员们走上街头，对沿街商铺“衢
通码”贴码、扫码、黄码人员管控
等情况作进一步督查，并仔细查
看商铺内的测温仪是否正常使
用，消毒用品是否在有效期内。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引导入店人
员测温扫码，佩戴口罩，实地宣
传防疫相关政策与要求，提高居
民防控意识。
记者 汪晨云 通讯员 郑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