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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里小城市培育再上新台阶

创业环境优越 回馈家乡心切

龙游“数改”引得乡贤回归创业
本报讯 （报道组 徐金渭 通
讯员 周爱明） 日前，浙江深度数
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度
数智”
）与清华大学两岸研究院签
订协议，共同推广基层智治“龙游
模式”。此前，该公司与四川、山
东、湖北等地签订协议，大力推广
数字化疫情防控应用。
“ 龙游的数
字化改革起步早、力度大，我回龙
游创业，就是把家乡作为创新基
地，不断把成果向全国各地辐射。”
“深度数智”
的创办者林慧表示。
林慧是龙游县小南海镇傅家
畈村人，2000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毕业后即进入杭州联汇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联汇”
）工作。
他好学肯钻，从程序员做起，直至
担任软件研发总监、产品部产品
总监，成为公司技术“顶梁柱”，为

要 闻

广电媒体提供采集、制作、播出、
中控全流程业务。随着融媒体时
代的到来，林慧又担任融媒体事
业部总监，中央台云听 APP、浙江
台喜欢听 APP、四川台熊猫 听 听
APP 等 十 几 个 广 电 融 媒 体 APP
应用在他的主持下完成。在杭
州联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的 22 年间，林慧也获得多项国家
级、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创新奖，
是杭州市优秀人才。
一次机缘拨动林慧回家乡龙
游创业的心。2019 年底，龙游县
大数据局负责人赴杭州开会，
其间
约请龙游乡贤座谈，向乡贤们介绍
了作为微信公众号应用的“龙游
通”情况，并透露了将“龙游通”打
造成基层智治平台的意向。这引
起林慧的极大兴趣，他专门回龙游

详细了解“龙游通”的起源与运作
等情况，思考进一步提升
“龙游通”
功能的途径、方法和架构。不久，
龙游县公开征集“龙游通”迭代升
级方案，阿里钉钉、航五院、拓尔
思、南京大汉等 10 余家“大腕级”
创新团队参与该项活动，
竞争十分
激烈。经过认真评选和公开招投
标，林慧的解决方案最终脱颖而
出，拔得
“头筹”。
龙游县对数字化改革的重视、
决心和所形成的浓厚氛围，
回馈家
乡建设家乡的情怀，坚定了林慧回
家乡从事数字化行业的信心。次
年 7 月，林慧创办的浙江深度数智
科技有限公司投入运行。
“我在‘联汇’年薪百万，而且
当时
‘联汇’
已完成上市准备，
要离
开
‘联汇’
自己创业，我是下了很大

决心的。”林慧说，那年龙游县还
专门出台了
“数改”
优惠激励政策，
这也让他看到家乡对数字化改革
的迫切愿望和优越创业环境。他
从杭州带回一支科技创新人才队
伍，在
“深度数智”
公司投入运行后
不断推出数字化应用
“新品”：
浙里
党群心联心应用在衢州市得到推
广，
“智享工会”
应用录选浙江省数
字社会享系列应用，民政
“困无忧”
平台获 2021 浙江数字经济“五新”
优秀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
“深度数智”
开
发的数字化疫情防控系统应用在
变幻莫测的疫情形势下为龙游县
的防控工作起到“定海神针”的作
用：
县、乡、村直至网格一有异常情
况，即可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而且
能做到精准有序。

本报讯 （记者 包小莉 通讯员
詹寿东） 近日，经浙江省中心镇发展
改革和小城市培育试点领导小组办公
室核查评估，衢江区廿里镇顺利通过
2021 年度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单位
考核，并荣获优秀单位称号，在 2020
年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 2020 被列入省级第四批小城市
培育试点单位以来，廿里镇以打造
“产
城融合的生活服务区”
和
“衢南经济发
展的核心区”
为目标，围绕
“智创融城·
活力廿里”
的发展方向，
推动人口聚焦、
产城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2021
年，廿里镇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16.18 亿
元，同比增长 19%；限上批零销售额和
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共计完成 8.35 亿
元，
同比增长 33.1%。农村人均居民可
支配收入 31185 元，同比增长 11.2%。
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
82.4%和 39.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44120 元，
比上年增长近 10%。
“嗡嗡嗡……”在廿里镇工业园区
的浙江圣效化学品有限公司里，
六七位
工人正在流转的生产线上认真巡检及

分拣产品。公司总经理冯永胜介绍，
今
年1月至10月，
公司已生产对羟基苯甲
酸 8000 多千克，产值超 3 亿元，目前是
全球最大的对羟基苯甲酸生产和销售
企业。作为衢江区首个省级小城市培
育试点镇，廿里镇紧紧围绕产城融合
建设，重点打造通用高分子材料、智能
装备智造等上下游配套产业；谋划引
进博萃镍钴、钠离子电池等一批高新
项目，总投资达 50 亿元。
同时，大力推动电商产业发展，打
造市级电子商务专业村 4 家，建成农
村淘宝服务站 15 家、邮掌柜农村电商
服务站 8 个，获评省级数字生活新服
务示范镇。
为了吸引省内外人才集聚和优
秀乡贤回归，廿里镇不断完备集镇及
园区配套，提升安置小区品质，扩大医
疗教育资源能级，总投资达 30 亿元。
目前，集镇上大型商超、数字影院、健
身 房 等 一 应 俱 全 ，已 建 成 移 民 公 寓
700 多套、长租公寓 680 套，吸收下山
移民 2000 多人，吸引高层次人才 750
多名，人口不断集聚，结构不断优化。

知民意 解民情
服装厂助农增收

▶近日，龙游县塔石镇叶村村监
察工作联络站站长叶文达，同村干部
一起深入农户家中开展问卷调查工
作，了解农村群众心声，收集他们反
映的意见建议。
通讯员 朱豪健 摄

江山市碗窑乡红石桥村的周荣梅，
原在乐清一家服装厂里打工。2008 年，
学
到了一手做服装技术的周荣梅，
在江山农商银行的帮助下，
投资 20 多万元返乡办
起了一家服装加工厂。周荣梅在村里办厂，
使当地 30 多名闲散劳力在家门口就能
挣到现钱。去年，
周荣梅发放员工工资 100 多万元，
自己的年收入 10 万多元。
图为近日，
周荣梅在车间检查产品质量。
通讯员 陈金阳 摄

聚焦项目推进
◀常山县白石镇纪委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浙赣示
范区建设工作任务，聚焦相关责任单位在推进示范
区建设过程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督促
相关责任单位进一步强担当、
抢进度、
抓落实。
图为近日，工作人员在浙赣省际未来驿站项目
建设现场开展督查。
通讯员 郑王 摄

守牢疫情防线
11 月 21 日，开化县华埠镇横街社区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内的商铺进行疫情防
控宣传和巡查工作，
重点查看餐馆、
宾馆、
药店、
国省道沿线商铺等重点场所是否
做好衢通码“一扫三查”
工作，
做好衢通码的申领、
遗失、
补齐工作，
提醒商家及时
参加核酸检测，
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实防线。
通讯员 方争游 摄

修筑废弃水渠 引来优质活水

华兴村民养殖
“跑步鱼”促共富
本报讯 （通讯员 方争游 苏
丹军） 商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
一
条废弃多年的电站引水渠成了开
化县华埠镇华兴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范君炎眼中的
“宝贝”。
近日，笔者在华兴村看到，山
水间、柳树下有 10 个水池。范君
炎相告，这是渠道养殖
“跑步鱼”
项
目，这些水池是刚建成的中转循环
池，用来存放成品清水鱼。
今年45岁的范君炎，
于2020年
11 月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上任后，
范君炎把事业交给
妻子打理，
自己一心扑在村里工作上。
近年来，华兴村通过“三改一
拆”
、拆后利用，美丽乡村建设锦上
添花，但美中不足的是，村集体经
济仍然比较薄弱。针对发展中的
不足和短板，范君炎团结带领村两
委干部，开展头脑风暴，用经商的
理念捕捉商机，对全村的所有资源
进行调查分析。
调查发现，上世纪六十年代，
当地建造一座水电站，
从华兴村段

河道筑坝引水，开通一条长 3000
多米的引水渠。后因开化火车站
建设，电站被拆除，这条引水渠就
成了农田灌溉渠。为了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范君炎想尝试利用这
条引水渠养殖清水鱼，环境美、投
资小、见效快，农田灌溉和养鱼增
收两不误，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大
家的认同。村里决定先行试养
1000 米，待成功后再扩大规模。
今年 7 月，范君炎利用多年来
积累的乡贤人脉资源，
请来了两位

多年养殖清水鱼的师傅，
对项目进
行可行性认证。想不到这一独特
的养鱼模式，引起两位师傅的浓厚
兴趣。
龙山溪为这条引水渠道提供
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相比普通
清水鱼塘，在这样的水环境中“跑
起来”
的清水鱼，
身体强壮，
肉质更
鲜嫩。两位师傅看好前景，
表示愿
意合作，并预付定金 4 万元。
“预计
全 年 可 养 1.5 万 公 斤 ，增 收 30 万
元。”范君炎说。

“打卡”文化艺术中心
11 月 19 日，两位女士在江山文化艺术中心二楼拍照打卡，记录下美好瞬间。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 8 月份通过整体验收，内设图书馆、文化馆、小剧场等，由
江山城建投完成周边 6 万平方米的景观提升，是当地市民旅游、休闲的好去
处。
记者 吴昕悦 报道组 程伟 通讯员 毛伟 摄

干部牵线搭桥 部门资金帮扶

前库村民饲养
“跑步鸡”助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朱爱良 朱晟
业农村局的牵线搭桥。”正在现场
吉） 11月18日，
笔者随常山县供销
指导饲养工作的村委会副主任兼
社副主任毕建军、省妇保院下派挂
村兽医徐卫国说。
职东案乡党委副书记王洪柱一起，
今年以来，常山、慈溪两地供
来到东案乡前库村走访了解
“强村
销社积极落实
“山海协作”
，
多次组
富民
‘跑步鸡’
项目”
进展情况。
织相关涉农企业互访，就订单养
这个养鸡场建在该村光伏发
鸡、高山蔬菜种植等合作项目开展
电基地，面积 110 余亩。光伏发电
交流洽谈，力争以共富项目推进强
板 下 ，鸡 棚 全 部 用 铁 丝 网 网 住 ，
村富民工作见效。在常山、慈溪两
4000 多只“跑步鸡”被散养在 27 个
地供销社牵头组织和省妇保院的
棚内，该村 57 岁的低收入农户徐
资金帮扶下，11 月 2 日，山海协作
新红忙着给鸡喂食、添水。
“这个项 “跑步鸡”
项目在前库村落地，
首批
目能成功落地实施，我们要感谢省
养殖 4100 多只。
妇保院结对帮扶和县供销社、县农
为提高合作信任度，由县供销

社下属企业常山县农联农产品销
期，每个周期饲养 4000 余只，全年
售公司作为中间商，分别与慈溪市
可为村集体带来 50 万元的经营性
三北振慈禽业合作社、前库村经济
收入。
股份合作社签订
“生产购销合同”
，
为防止黄鼠狼偷袭
“跑步鸡”
，
约定从慈溪引进青年鸡苗，
养殖期
村里在每个鸡棚特意放养两只大
2 个月，由供货方负责技术培训，
白鹅。据了解，大白鹅白天与“跑
回购全部成品鸡。
步鸡”和谐相处，一到晚上就“站
“跑步鸡”养殖项目具有饲养
岗放哨”，白鹅夜里十分警觉，一
周期短、成本低、增收快等优点。 有动静就会“报警”，其叫声就能
“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只成品鸡约
驱赶黄鼠狼。
2.5 公斤左右，按照协议收购价每
目前，该项目已投入 25 万元，
公斤 30 元，扣除鸡苗、饲料、人工 “跑步鸡”最大的有 2 公斤多，小的
等成本，可获利 25 元左右。”徐卫
也有 1.5 公斤左右，预计明年 1 月
国介绍，村里计划一年养殖 5 个周
底可以全部出售。

变更个体户营业执照
龙游县大力贯彻实施《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在原
“先注销、
后新办”
的基
础上，
新增
“一次变更、
一窗出照”
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新形式。图为 11 月 18
日，
企业代表从县市场监管局窗口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变更完成的营业执照。
通讯员 江友富 袁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