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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 者 金睿敏
通讯员 潘华根

■记者 胡佳英 通讯员 胡成诚

■记者 冯思家

本报讯 10月14日，位于钟
埭街道的10千伏钟禾线、10千伏
钟邵线全线检修完成，实现成功
送电。这两条配电线路的顺利
通电标志着市供电公司“振兴乡
村、备战迎峰度冬电网优化”工
程初战告捷。

据了解，本次投运的10千伏
钟禾线、10千伏钟邵线为电缆线
路，全长 3370 米，多承载 12000
千瓦负荷，缓解了钟埭街道的负
荷压力，为打造具有“高承载”为
核心能力的多元融合电网奠定
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市在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打造全面接轨上海示范
区的背景下，市供电公司通过以

“党建融通、产业融合”为内容的
“双融”工作，形成两地“资源共
享、党建共推、优势互补、协调发
展”的新格局，“振兴乡村、备战
迎峰度冬电网优化”工程就是其
中重要内容之一。

乡村振兴离不开电力的配套
建设。今年起，市供电公司立足
于秋冬季大检查、迎峰度冬等工
作“早研究、早部署、早落实”，认

真预测分析电网运行情况，查找
电网薄弱环节。针对电网用电负
荷呈快速增长势头，特别是村民
生活水平提升导致的夏季空调等
家用电器负荷的高速攀升的问
题，确定了工农业、水产养殖等区
域将是今年迎峰度冬工作的薄弱
环节，实施区域电网优化工程。

目前，钟埭街道、曹桥街道等
镇街道已向市供电公司申请增加

110千伏园区变电站和 110千伏
永兴变电站的站间联络线路。接
下去，塘毓线、塘秀线等线路将先
后开建，这些工程落成后将提高
南市新区与110千伏塘桥、平湖、
曹桥等变电所之间的站间联络，
完善网架结构，提高配网转供电
能力，有效增强电网的弹性承受
和恢复能力，提前“发力”为乡村
振兴铺好发展之路。

“高承载”电网铺就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 平湖市绿野果蔬
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朱卫已经
有20多年的西甜瓜种植经验了，
而他却对种植新奇特西甜瓜情
有独钟，经验老到又喜欢推陈出
新，目前在种植基地内就有近 10
亩10个品种的新奇特西甜瓜。

前天上午，当记者来到平湖
市绿野果蔬专业合作社时，朱卫
正通过轨道推车将从大棚采摘
好的西甜瓜搬运出来。“这 10亩

西甜瓜是今年最后一批了，全部
都是近两年推出的新品种。”朱
卫说，与传统的8424这类常见品
种相比，新奇特西甜瓜在甜度、
品质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优势，
比如名为“双色”品种的西甜瓜，
不仅切开颜色艳丽，而且水分充
足，口感细腻，因而价格偏贵，一
般效益是普通品种西瓜的2倍左
右。去年朱卫共计种植新品种
西甜瓜 50亩，亩均产值在 1万元
左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
提高，对西甜瓜品质的追求也越
来越高，因而新奇特西甜瓜有着

不错的市场前景。
“不同品种的新奇特西甜瓜

都有各自的生长特点与优缺点，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需要考虑到
自身的种植条件与市场反馈。”
在朱卫的果蔬合作社内，除了大
棚内大面积种植的西甜瓜，还有
数十个单独培养的新奇特西甜
瓜品种，这些单独培养的西甜瓜
主要用于品种实验以及精简化
栽培示范，种植情况良好的话就
开始在大棚中规模种植。明年，
朱卫计划种植“提味”、“双色”、

“彩虹”等新奇特西甜瓜，并计划

试种植攀爬类的新品种西甜瓜。
这几年，为了培育更优质的

西甜瓜，我市的瓜农们也一直在
探索的路上。近日，我市瓜农们
参加了一场新奇特设施西甜瓜推
介会，与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深入交流合作，尝试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让“西瓜之乡”更多彩。

“新奇特西甜瓜相比于常规

西瓜，外观、样式各有特色，在展
现其经济优势的同时也能展现我
市‘西瓜之乡’的特色。”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平介绍说，
通过引进、研发新奇特西甜瓜，将
它们从知识成果转化为经济效
益，促进本地西甜瓜产业的发展，
满足市民和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对
平湖“西瓜之乡”的期待。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倪春军 凌真烈

新奇特西甜瓜擦亮瓜乡“金名片”

本报讯 近日，当湖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职工书屋荣获“浙江
省职工书屋示范点”称号。据
悉，浙江省职工书屋示范点是浙
江省总工会重点打造和扶持的
一批亮点突出、发挥作用明显且
具有带动效应的职工书屋，是保
障广大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农
民工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基层
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文化
和公益工程。

让一线职工多读书、读好
书、方便读书是我市创建“职工

书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进
当湖街道南市新区的建工大厦
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书屋，一套套
敞开式桌椅和一间间独立包间
映入眼帘，在这里，楼宇企业可
进行商务会谈，各职员、群众可
畅所欲言，进行交流和阅读书
籍。

记者到来时，市民林存杰
正在书架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籍。“我在建工大厦上班，平时
有空步行两三分钟就能到这个
职工书屋，闲暇时就会过来坐
坐、看看书。而且书屋和图书
馆都是联网的，我可以在家把
书看完，找就近的图书馆便把

书籍归还，非常方便。”林存杰
说。

“书屋”建设，“书籍”为先，
早在 2018 年，当湖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就与市图书馆签订了合
作协议，目前职工书屋共有各类
图书 2000 余册，报纸和杂志 30
余种，并配备了 2 名专职管理
员。通过小型图书角、书架、流
动书箱等创新模式为流动性较
大的一线职工随时随地学习提
供便利条件，进一步保障了广大
职工的阅读权益。舒适的阅读
环境，良好的读书氛围，让当湖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书屋自
投入使用以来就吸引了众多职

工前往。截至目前，这个职工书
屋已接待职工阅读、借阅近千人
次，举办了太阳花成长公益课
堂、书香楼宇·共叙经典之悦读
分享会等活动，2019年更是创建
成为平湖市级和嘉兴市级职工
书屋。

事实上，职工书屋的“触角”
早已延伸到我市各个角落。在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宏昌生物
医疗科技（平湖）有限公司面积
1000多平方米的职工之家也设
置了一个职工书屋，在丰富职工
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在全公
司里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为
全体干部职工打造了一处精神

家园，让职工们在企业中也能闻
到“书香”。“我们每个季度会举
办一系列的活动，暑假期间我们
就举办了小候鸟活动，11月我们
将举办读书朗诵会，给有这方面
爱好的员工提供一个可以施展
才华的舞台。此外，我们的职工
书屋也是向周边企业开放的，同
样欢迎他们来到这里阅读，让书
屋真正惠及到职工。”宏昌生物
医疗科技（平湖）有限公司工会
主席李丹丹说。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全国级
职工书屋 5个，省级职工书屋 52
个，嘉兴级职工书屋 78个，平湖
市级职工书屋169个。

职工书屋职工书屋：：让阅读和职工让阅读和职工““零距离零距离””

昨天，在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开设的门窗展览馆内,陈列着企业自主
研发的产品和各个时期的门窗样式。为让
客户更直观的感受企业产品，了解门窗文
化，展览馆内展示了从木制、老钢窗、铝合
金窗、塑钢窗、系统门窗的发展过程。

■摄影 王 强 徐佳丽 谢付良

门窗“博物馆”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沈文文 陆 健

本报讯 10月13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宁波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全国非遗曲艺周”
活动闭幕式晚会举行，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中心选送的国家级非遗平湖钹子书《大毛修
伞》精彩亮相。

据悉，平湖钹子书《大毛修伞》是嘉兴五县
（市）两区唯一一个参与此次“2020全国非遗曲艺
周”活动闭幕式舞台演出的非遗项目，而且是从
127项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93个子项
目的 258个优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通过舞台面
对面地把钹子书的魅力传递给现场观众。平湖钹
子书演出内容丰富生动、新鲜有趣、接地气、有韵
味，得到了现场观众及曲艺大咖们的一致好评。

据介绍，“2020全国非遗曲艺周”是全国非遗
曲艺界的一次交流盛会。曲艺千百年来扎根基
层，深受群众欢迎，平湖钹子书作为极具平湖地域
特色非遗曲艺曲种闪耀亮相，旨在推广平湖特色
文化的同时，促进南北曲艺文化的相互交辉，通过

“全国非遗曲艺周”平台，让更多的观众领略平湖
非遗钹子书的独特风采，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成果绵延永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

平湖钹子书亮相
全国非遗曲艺周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
公 告

某女婴,2018 年 9 月 2 日
出生（估），2018年 9月 2日被
遗弃在平湖市新仓镇陶瓷街
100号 2单元，被捡拾时用黄
色碎花毯子包裹。请以上弃
婴(儿童)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平湖
市行政服务中心民政局窗口

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联系电话：85061753

平湖市社会福利院
平湖市民政局

2020年10月16日

遗失声明
●陆小琴遗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具的发票 1份，
号码：91164561，金额：41814.78元，声明作废。
●平湖市双兴达制衣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482760186864，声明作废。
●平湖市广陈镇龙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嘉兴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1份，收据号码：0061444，声明作
废。

本报讯 日前，“德孝文化进万家 文明花开
严家门”——金山·平湖曹桥“金平果”文化走亲系
列活动在严家门村大舞台精彩上演，全村600多位
村民观看了演出，此次演出也是曹桥街道文化站今
年首次通过文化点单方式完成的跨区域文化合作。

当天演出现场，来自上海申江艺术团的演员
们倾情表演，上海说唱《美好生活》、评弹《不忘初
心》、独角戏《健康生活》等具有上海地区地域特色
的节目一一上演，给在座的严家门村老百姓奉上
了一份丰富多彩、精彩绝伦的文艺大餐。整场演
出以“德孝文化”为主题，作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一部分，不仅增强了严家门村村民的
德孝文化意识，也营造了浓厚的德孝文化氛围。

我市与金山地域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
有着共同发展的良好基础。文化和旅游是区域一
体化的发展先机，去年两地签订了文化和旅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金平果”文化走亲
项目。文化如水，润物无声。通过开展“金平果”
文化走亲活动，两地实现了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为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促进两地文化交流注入
了新内涵，也在文化走亲过程中拉近了两地百姓
的感情、让两地越走越亲，推动了两地文化和旅游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金平果”文化走亲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