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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今天阴有小雨，傍晚到夜里部
分山区有雨夹雪；明天阴有小雨，山区有
雨夹雪。今天白天最高温度 6～7℃，明
天早晨最低温度 2～3℃，山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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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党政代表团来东

虎鹿镇小城镇建设带动乡村旅游

考察红木产业发展
□记者 黄永强
本报讯 昨日下午，由湖南省邵阳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带领的邵阳
市党政代表团来东，考察我市红木产业发
展。金华市副市长、东阳市委书记黄敏，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绍龙陪同考察。
龚文密一行来到南马镇花园村考察。在
花园村村史馆，考察人员听取了花园村发展
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了花园村的规划布局、
产业发展等方面内容，对花园村改革开放以
来坚持走“以工强村、以商兴村、共同富
裕、全面小康”的发展之路予以高度肯定。
随后，考察人员还乘车实地感受花园村新农

村建设的成就。
随后，龚文密一行来到花园红木家具
城。花园红木家具城目前总面积达 40 万平
方米，有 1800 多户商户入驻。考察人员走
进一个个企业的展厅，向销售人员和市场负
责人了解我市红木产业发展情况，全面了解
了红木家具城的发展历程、经营状况以及未
来规划等相关情况。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花
园村已经形成了从原木采购到红木家具制作
和销售的完善产业链。考察人员对我市加大
政府引导力度，围绕“更好的工艺、更优的
设计、更多的选择，更高的性价比”的目
标，努力打响“买红木到东阳”品牌的做法
深表赞赏。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基础养老金提至每人每月 180 元

外国客商进村来
□记者 陈一点 通讯员 吴腾飞

本报讯 近日，虎鹿镇厦程里村不时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外国人，他们穿街走巷，或走进古民居细细观赏，或品尝当地特色小吃。
据悉，厦程里是中国传统村落，山水环绕、古建众多，还拥有一座全球最大的缝配件专业市场，400 多个商铺一年销售额达 20 多亿
元，占全球 70%市场份额，每年吸引国外客商超过一万多人次。
“市场和村庄居住区只隔一条省道，以
前村里基础设施落后、旅游配套空白，客
商在市场采购完缝配件后就直接返回或赶
到东阳、义乌，但经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进村的外国客商逐渐多了起来。”厦程
里村党支部书记程增尧介绍，作为镇政府
所在地，今年，镇里先后投入资金 6000 多
万元，充分挖掘该村“水系、古建、缝
配”三大特色，让众多古建得到保护利
用，几条主干道和水系变得干净整洁，有
效改善了环境，聚集了人气，现在进村参
观的客商越来越多了。为此，该村已开始
布局旅游专业街，让家门口的市场资源带
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
厦程里村现有 42 处古建文物，其中位

□记者 陈勇

养老金待遇的年满 80 周岁老年人的高龄补
贴由原每人每月 3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50 元。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会议讨论通过了 《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
姚激扬在市行政中心主持召开市十五届政府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东阳市城
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市公园管理办法》、《东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
长王天仁，市委常委方雪飞，市委常委、副
法》、《关于公布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市长左红卫，副市长蒋震雷、胡宏立、黄阳
革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结果的通知》、
明、楼国民、陈巧锦、李传煌参加会议。市 《东阳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7—2025）》、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立刚、市政协副主席张 《
“中国好空间”中式家居设计大赛策划方
卫伟列席会议。
案》、
《东阳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会议讨论通过了 《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
实施细则》、
《关于促进我市外贸出口稳定增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长的补充细则》、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三年
会议明确，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市城乡
清零”综合治理行动工作情况》等内容。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安全生产形势有关情
人每月 150 元调整为 180 元，每人每月提高
况，以及 2019 年 《政府工作报告》 起草工
30 元；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享受城乡居民
作的情况汇报。

育堂被古建筑学家王仲奋称为“中华第一
民宅”，慎德堂木雕装饰中雕刻着 200 多部
戏曲故事，被称为“凝固的戏曲博物馆”，
经过挖掘整修，特受外国客商的喜欢。“在
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的中国！
”来自巴基斯坦
的客商“心海”
，现在是虎鹿缝配城的一名经
营户。他说，美化后的厦程里已经有点“旅
游城市”的感觉了，现在会经常带着国外的
客人到村里转转，感受中国新农村的魅力。
虎鹿镇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围绕厦
程里古村，还有蔡宅、葛宅、曹宅、西坞
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它们正各
自发挥优势，合力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圈。
蔡宅村立足“高跷风情小镇”，投资 3000
多万元，建成了小镇客厅、一里九桥、方

塘镜照、古木长堤等景观，完成两条特色
街立面改造，挖掘恢复村内 200 多幢古建
文化，打造了一批名人馆、童学馆、茶
馆、高跷馆、研学馆等，成为东阳乡村旅
游的网红，吸引了一批高端名宿、咖啡西
餐、研学旅游等项目入驻。葛宅村正挖掘
600 年历史文化，保护开发 140 多间民国
建筑，打造民国建筑文化集群。曹宅利用
村中能人优势，努力打造东阳“最美村”。
虎鹿镇党委书记马红斌说，积极发挥
小城镇龙头作用，串点成线、资源互通、
抱团发展是虎鹿乡村旅游的战略思路，现
在，影视剧组、研学游、美丽乡村考察等
纷至沓来，带动了该镇“美丽乡村经济”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金华银行·东阳市民卡”杯 头版图片新闻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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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困惑，我来答”
5 日，东阳职教中心东技校区一年
一度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正
如火如荼开展。系列活动中最热门的是
“你的困惑，我来答”，其收集了该校
78 个班级 3000 多名学生的成长困惑，
从中筛选出了最具普遍性的困惑公布在
“成长困惑墙”上，所有学生都可以解
答。活动开展后，学生踊跃参与。
记者 胡扬辉 通讯员 汤光尧

着眼“转化”方式 做“实”文化项目

我市以项目化做好转化文章
□记者 杜思远 通讯员 何彩芬
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市召开第二次文
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副组长会议。副市长
黄阳明参加会议。
据悉，我市已先后召开三次市级领导联
系特色文化项目工作专题会议。从汇报内容
来看，已进行专题汇报的 11 个特色文化项
目小组总体表现可圈可点。其中教育文化邀
请第三方共同规划“一场、两馆、三个村”
的教育文化建设工程；影视文化借力国内领
先的影视科技服务提供商，合作开展影视园
区运营，并出台了 《东阳迎宾大道影视文创
产业导入总体策划》；建筑文化在梳理建筑
行帮“东阳帮”文化，同时与国内建筑老八

校之一的东南大学合作，力推建筑新材料项
目落地东阳；木雕红木文化明确了申办全国
红木家具专业展、争取“内陆港”批准等 7
个重点项目；古宅文化制定了成熟详备的
《古宅文化项目策划文本》。
下一步，各文化项目小组要着眼“转
化”方式，做“实”文化项目，提前梳理并
谋划明年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工作的时
间节点和工作计划。

深化内涵 提升质量

市教育局力推教育现代化建设

□记者 董莹

移动柜台进村庄
农商行为百姓开展零距离服务

□通讯员 王芬 刘中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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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六石街道桐坑村委会办
公楼前一片繁忙景象，许多农户拿着存折、
银行卡围着一辆白色车辆排队等待办理业
务 。“ 银 行 都 把 ‘ 流 动 服 务 车 ’ 开 到 家 门
口，办业务不用去柜台，很方便，刚才我就
办理了存款和电费代缴业务。”桐坑村楼大
妈兴奋地说。
为进一步丰富金融便民、利民服务手

段，打造零距离金融服务平台，东阳农商银
行六石支行陆续在辖属街道乡村组建服务小
组，不定期组织流动服务车进村开展金融服
务及普惠金融知识宣传，让广大村民足不出
村就能享受到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
据了解，此次流动服务车进村，不仅为
村民办理存款、取款、转账、网银及社保卡激
活、挂失解挂等业务，还结合近来频发的通信
网络诈骗、假币知识对村民进行宣传，累计发
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受到群众的欢迎。

日前，市教育局局长顾在响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市教育局对于年
初承诺的五项重点工作，每一项都扎实推
进，按照既定进度有序开展。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之乡”的内涵，
今年市教育系统开展了“不忘初心·忠诚教
育，牢记使命·教书育人”大讨论，8000
余位教师参加动员会。通过大讨论，整个
教育系统对以尊师重教、勤奋刻苦、经世
致用等为核心元素的东阳教育文化有了更
深的认同，对东阳教育存在的差距短板有
了更深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推进我市教育
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年初的承诺中，“加快学校建设步
伐”是重要一项。目前，35 个扩建项目已
完成，剩余 2 个预计年内完工；26 个启动
项目中，24 个已启动，2 个项目因学校改
造方案调整而取消；7 个实施类项目中，
投入使用 1 个，开工建设 4 个，完成招标 2
个；25 个前期类项目中，按教育工作例会
先做 17 个，均已顺利推进。
顾在响说，要全面提升质量，教育品
牌的打造也是关键。自市政府批复同意
《东阳中学教育集团章程 （试行） 》 后，

东阳中学教育集团实质化运作，成立了东
阳中学教育集团理事会、监事会，今年的
高考也取得了好的成绩，一段上线率继续
保持金华第一，4 人被北大清华录取。此
外，东阳“新教育实验五法”作为典型在
全国发言，副省长成岳冲批示肯定。
2018 年十大民生实事中，教育项目有
两项，其中学前教育补短提升方面，南
市、城东、南马等 3 所中心幼儿园已开
工，完成了 19 所公办幼儿园改造提升和 2
个标准化教学点建设，待全部完成后，学
位可增加 3500 个，省一、二级幼儿园覆盖
率可提升到 46%以上。另外，在平安校园
提升方面，已完成全市学校“慧眼”工程
升级改造 154 所，安装监控 4506 个。全市
学校的食堂食品统一配送、定点 （采购）

东阳新闻网：http://dynews.zjol.com.cn

率已达 100%，创建食堂优良等级 148 家，
建成阳光厨房 140 家。
今年以来，市教育系统还实施“党建
质量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年度 15 项党建工
作，推行书记、校长“一肩挑”，发挥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为树立教育良好形象，
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在职教师违规带生、
有偿补课整治活动，修订下发 《东阳市教
职工违规办班、违规带生、有偿补课行为
处理办法》，严查教师违规行为。
顾在响表示，今年来，市教育局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系
统党建引领不断加强，事业基础更加牢
固，办学条件大力改善，队伍建设更有活
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教育治理持续向
好，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项目类别

目标

实际

改扩建

37 个

35 个完成，2 个年内完成

启动

26 个

24 个启动，2 个因故取消

新建

7个

1 个投用，2 个开工，2 个招标

前期

25 个

按计划 17 个顺利推进

一段上线率保持金华第一
“新教育实验五法”受肯定

3 所中心幼儿园已开工
完成“慧眼”工程升级改造 154 所
学校食堂食品统一配送定点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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