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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如诗如画的旅游资源宣
传片将鬼斧神工的峡谷、绿草如茵的
草原、一望无际的沙漠等景致带到了
游客们的眼前。昨日，第 16 届中国义
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第二
天，受邀参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礼物”品牌展台，吸引了众多采
购商的关注。

在本次展会上，有 11 家“新疆礼
物”的企业成员单位，如伊犁紫苏丽
人、和田神驰、青山牧人等，与义乌市

副食品行业协会、浙江采购渠道达成
7 项意向采购协议，签约金额达 3800
余万元。其中，义乌市文具协会向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需要的地区捐赠价值
100万元的文具用品。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刘全表示，本次参加交易博览会，对助
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旅商品品牌发
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新疆礼物”
是该区着力打造的文旅商品公用品
牌，聚合了新疆最具特色的优质商品，
是新疆旅游商品中的精品。通过参展，
以展促销，促进新疆文旅商品提质增

效，全面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
影响力和知名度。

本届展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
组团形式参展，共展出 300 余件实物
展品，其展品涉及新疆特色食品、文化
创意、手工艺品、玉石珠宝等 4 种品
类。同时，展区设有歌舞表演、美食品
鉴、非遗展示、直播探馆、网红带货、
个性化定制明信片等互动体验、拍照
打卡环节，全面推介新疆文旅商品，
通过“文化+旅游”新业态助推新疆文
化旅游产业释放新的活力。

据悉，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以“新疆礼物”品牌培育为统领，统一
形象，整合资源，带动各区域公用品牌协
同发展。当前，和田礼物、哈密礼物、昌吉
礼物、喀什礼物，以及新疆美食公用品牌

“百县千味万香”等区域品牌已纳入体
系。截至目前，“新疆礼物”累计对接企业
已达到520多家，商品2000余件套。

“新疆礼物”精彩亮相 签约订单总额3800余万元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小时候，经常看皮影戏，
还跑到幕后看艺人如何表演。皮影戏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想到在文旅
展巴州馆又看到了《桃山救母》剧目。”
昨日，第16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
品交易博览会第二天，受邀参展的巴
州馆前围满了前来看皮影戏的观众，
近距离接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皮影戏表演。

据介绍，今年义乌和巴州区成为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结对城市。本次受
邀参展的巴州区6家企业“走亲戚”，
带来了当地的文创产品、中药材衍生
品、农特产品等，一经亮相就受追捧。

“我们很多企业是第一次来参展，
就是想借助此次展会平台，把巴州的
产品推向全国各地。”巴州馆相关负责
人张译丹告诉记者，新一轮东西部协
作开展以来，义乌倾情相帮、无私相
助，义乌党政代表团赴巴州考察，选派
14名优秀干部到巴州挂职，实施一大
批关乎发展、关乎民生、关乎长远的协

作项目，举办“互联网+”直播电商创
业等培训班，义乌百县万品“巴州馆”
即将开馆，助力巴州推动乡村振兴、实
现高质量发展。

巴州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素有
“四川盆地北缘山区重要生物基因库
和天然药库”之称，是名贵、道地中药
材适宜生长区。“这次我们带来了几款
清火茶，主要是以金银花、金丝皇菊、
枸杞为原材料制作的，具有清热解毒
的功效，目前已对接很多意向采购商，
主要是旅游景区为主。”巴中秦岭药业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杨延铸告诉记者，
这次是义乌巴州两地政府帮忙“牵线搭
桥”，企业才能来义参展，借此展会推广
巴州当地的中药产品。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巴州区委常
委、副区长杨志强表示，义巴协作是巴州
腾飞的新动能，他们将始终按照党中央
关于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协作事项，积极探索协作新模式，开拓交
流新空间，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
亲，努力把义巴东西部协作打造成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样板。

山海协作“走亲戚”对口帮扶情谊深

巴州区文创农特产品受市民青睐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经大数据比对，你街道迎宾社区
城管队员金某某可能存在违规领用劳
务用工补助的情况，请核查。”这是前
不久北苑街道纪工委收到的来自基层
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中“数字驾驶
舱”发出的一条预警信息。在随后的核
查中，街道纪工委发现金某某在领取
正常工资的同时，还在街道大三里塘
村担任护村队员，并领取工作补贴
5040 元。经街道纪工委批评教育，金
某某已于近日将款项如数退还至街道
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

今年以来，市纪委市监委全面推
动“村务清廉钉办”迭代升级，探索开
发了“数字驾驶舱”，通过大数据碰撞、
对比，实现智能预警，构建新型监督模
式，切实提升治理效能。截至目前，全
市纪检监察系统已汇聚数据资源 23
万条，自动预警风险隐患超过1万条。

在“村务清廉钉办”数字驾驶舱屏
幕上，以高频事项、办事效率等为重点
内容的多个模块井然罗列，进入智能预
警模块，一条条滚动的信息引人注目。

“数字驾驶舱从市、镇、村三个维
度，实时展示高频事项、办事效率、问
题预警、政治生态等信息，实现村级权
力运行一舱可见、干部履职情况一舱
可见，为领导决策提供精准信息参
考。”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数字驾驶舱基于23个维度的监督规则
和算法模式，能实现对办理时限过长、
办理事项偏少、采购价格过高、合同期
限过长等26类问题的智能预警，预警
信息以短信和钉钉的形式自动推送至
相关责任人进行分类处置、限时办理。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预警模块，还
实时滚动着村级工程、财务管理、补助
救助等预警信息。针对与基层群众利
益最密切的小型工程、小微权力、小额
资金，数字驾驶舱通过设定资金流量、
流向、单个行为重复频率等相关阈值，
对比人员信息、时间节点、流程顺序等
关键字段，实现对疑似违规问题的快
速捕捉预警。

“以村级工程为例，工程承包者与
村干部关系如何、是否多次在村内做
工程等行为，隐蔽性强，实际发现和监
督比较困难。我们在智慧监督平台上
专门开发了工程项目违规模型，疑似
问题线索将自动预警。”该负责人表示，平台发出预警后，通
过派单处置的方式，第一时间督促村社整改，未及时整改的
督促属地镇街纪（工）委对工程疑似问题开展现场核实。

数字驾驶舱就像一台监督CT机，它可以时刻掌握小
微权力运行是否“健康”，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下一
步，市纪委市监委将加大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进
一步拓展预警功能，努力打造成基层监督数字化改革的最
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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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和旅游产品博览会

▢ 全媒体记者 王婷

本报讯 义乌市民带娃看病可以不
需要跑杭州了。昨日，义乌市儿童医
院·浙大儿院义乌院区新建项目举行
奠基仪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
任孙黎明，浙江大学副校长、医学院党委
书记周天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处
处长张万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
医院常务副院长傅君芬，市领导林毅、王

健、丁政、葛国庆、骆小俊等参加活动，为
项目奠基。

2020年9月28日，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与义乌市人民政府签约，
合作共建高水平浙中儿童医疗中心，
医疗服务辐射周边地区，为浙中地区
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健康保障。
这是落实我省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
打造民生“七优享”金名片、推进共同富
裕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义乌市儿童医院项目用地

面积56889.67平方米，拟建设总建筑面
积 1327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53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7400 平
方米。项目用地位于稠江街道杨村路和
高新路交叉口，东靠杨村溪、南邻杨村
路、西依高新路、北贴正觉路，用地东北
侧为原有的妇幼保健院。距铁路义乌西
站、义乌机场均5公里左右，交通便捷，
地理位置优越。

医院将设置床位 600 张，目标是打
造成为浙中儿童医疗中心和集儿科医、

教、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儿童医院，成为省
内全方位全周期优质儿童健康服务的样
板、儿科人才培养的基地、科研创新的高
地，将重点发展胎儿医学、出生队列研究等
前沿领域。

医院建成后，义乌以及浙中老百姓
就有了家门口的省级儿童医院。周边地
区群众带娃看病也非常方便，一小时车
程就可以享受国内顶尖儿童医院的医
疗服务。

家门口的省级儿童医院

义乌市儿童医院·浙大儿院义乌院区新建项目奠基

推进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

自贸区，花香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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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文 吕斌/摄

本报讯 欢喜迎国庆，共叙民族情。
昨日下午，我市 2021 民族文化艺术节
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文艺汇演活动
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落下帷幕。活动
采用“线上+线下”形式，通过网络全程
直播。市委统战部（民宗局）、各镇街统
战工作人员、部分在义商会组织代表
及少数民族代表等 160 余人在现场参
加活动，16.7 万人次通过直播热情参
与活动。

活动在婺剧非遗表演《水袖》中拉开
序幕，随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轮
番上演。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以及云端观众的点赞
评论。线上线下欢聚一堂，共享民族文化
盛宴，共叙民族团结情。

据悉，9 月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月。市委统战部组织开展了民族文化
展、民族团结故事会、民族团结知识网络
竞答、民族文化艺术节等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共吸引了125.35万人次在线参与，
充分展现了各民族同胞在义乌美好生
活，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生
动画面。

我市2021民族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蹦蹦云项目真好玩，全地形山地车也超刺激，下次带
我家孩子再来玩一次。”9月24日上午，恒风缸窑景区亲子
游乐园内，来自大陈镇的刘先生带着孩子抢先体验了好几
个游玩项目，一通玩下来，父子俩直呼过瘾。记者了解到，恒
风缸窑景区亲子游乐园将在国庆节正式开业，而这种将文
化与旅游相结合，发挥全村经济效益的新模式，正是恒风集
团助力缸窑村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有力体现。

缸窑，因窑有缸，有缸出酒，酒生文化，古村的文化也由此
而生，传承至今。过去，缸窑村可谓村如其名，烧窑制缸成为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烧窑买卖日渐冷清，缸窑村也成了落
后村。近年来，缸窑村在义亭镇和上级各方面的关心扶持下，
在与恒风集团的结对助力中，逐步实现了村庄的华丽“转型”。

2017年，恒风集团大力支持缸窑精品村建设，不仅在
缸窑村设置公交首末站、开通旅游专线、共建缸窑乡村书吧
等，还完成缸窑游客服务中心建设、村中心路“白改黑”工
程、环村路提升改造工程、沿路绿化工程等等，积极完善村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缸窑村人居与旅游环境，为缸窑村发展
文化旅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子’有了，更要做好‘里子’，要保证缸窑村旅游业全
面可持续发展。”恒风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基于良好的发展
平台，缸窑村目前已引入陶艺体验中心、古陶陈列馆、非遗馆、
水中生物世界研学、机器人研学项目等多个文化类产业，还引
入云上平田民宿、爷爷家咖啡吧、研学食堂、“义乌三宝”店、米
庄等优质商家，不仅丰富了古村的文化底蕴，满足游客们吃喝
玩乐的需求，还为缸窑村村民增加就业岗位。（下转第四版）

扛起国企担当 助力乡村振兴

恒风集团助推缸窑
迈向“共富路”

光阴如梭。9月21日，义乌纳入自贸试验区一周年。

一年前，义乌成了全国海陆内外联动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新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承担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

一年来，义乌把“投资自由”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次一次寻找内生动力

和活力源泉，让义乌成为最好的创业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