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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讯

本报讯 记者余云全报道 记者近日从在江苏无锡

召开的全国职业院校传统技艺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上获悉，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杭职院）被确立为全国职业

院校“非遗教育传承示范基地”。

据了解，该研讨会由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

导委员会主办。为了破解中国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存

在的后继乏人、匠心缺失、技艺创新能力弱的问题和现象，早

在2015年杭职院就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创业

基地”,并首批引进了金石篆刻、中式旗袍、雕版印刷、全形

拓、油纸伞等5个项目。在此基础上，与百年名社西泠印社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西泠学堂”，探索以“现代学徒

制”模式培养非遗传承人。2016年，杭职院又成功申报国

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传统手工业（非遗）技

艺传习传承与创新专业教学资源库，以期培养一批集素

养、技艺与创新于一身的民族文化传播者和职业人。

“成为全国职院‘非遗教育传承示范基地’是教育部对

我院职业教育创新实践工作的认可。‘基地’创建以来，不仅

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构建起多元培养学习机制，实现

了多方共建共享。”杭职院党委书记金波说。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促进非遗技艺传承
杭州职院荣膺“非遗教育传承示范基地”

振 兴 现 代 农 业 实 现 产 业 富 民
江苏丰县大力实施“三产融合、农业振兴”战略，摸索形成“四五六”工作法，

全县农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推行大质量安全观 管理效能“8升8降”
徐州市中心医院荣获中国医院质量管理卓越奖

本报讯 记者沙会堂 通讯员孙海芹报道 近年来，江

苏徐州市中心医院推行大质量安全观，突出对医疗质量安

全建设的“底线”思维和“高线”要求，明确了“患者至上、质

量第一、费用合理”的原则；预防为主，持续改进的原则；系

统管理、全院全员全过程参与质量安全管理原则，医院安全

管理效能整体提高，呈现出“8升8降”，即门急诊人次、出院

病人数、手术数量、单病种数量、临床路径数量、日间手术数

量、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患者和职工满意度上升；平均住院

日、床位使用率、药占比、卫生材料占比、检查化验占比、门

诊人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后勤服务支出下降。近日，第

12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在湖北武汉国际会议中心盛大举

行。会上，徐州市中心医院荣获中国医院质量管理（医疗）

卓越奖。

该奖项评选活动由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主办，9家医

院管理研究院（所）担任顾问机构，20多位专家担任组委会

成员，在全国医疗管理专业领域享有较高权威性和公信

力。评选主要从医院医疗质量改进与患者安全管理考核指

标体系、医护人员满意度调查和患者满意度调查等方面进

行评价。通过层层角逐，徐州市中心医院从全国参加竞选

的医院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医院质量管理（医疗）卓越奖。

淘汰传统工艺 实现绿色GDP
15年来,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20多亿元，致力于原液着色替代后染色工艺

技术产品开发，找到了从源头上控制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实现节能减排的方法

12月1日～2日，化纤纺织行业节能环保与清洁生产“新工

艺、新技术、新模式”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图为与会专家、

企业代表在华欣集团参观。

（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 本报记者 沙会堂

□ 张晋山 陈士贤

近年来，江苏省丰县以建设

“全国现代农业强县”为目标，

把农业产业富民作为头号民生

工程来抓，全面实施“三产融

合、农业振兴”战略，摸索形成

“四五六”工作法，产业富民工

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全县农业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相继

荣获全国水果生产十强县、全

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县、

全国食用菌产业化建设示范县

等荣誉称号。

构建四项机制
夯实富民基础

丰县地处温暖带半湿润季

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

年均气温14.4℃，非常适合现代

农业发展。

丰县农委主任刘志介绍说，

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推进

产业扶贫，实现农业振兴，该县

认真构建四项机制，夯实富民基

础。成立产业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产业扶贫实施方案，抽

调精干人员分赴经济薄弱村担

任第一书记，着力构建多方联

动、整体推进的产业扶贫工作新

格局；强化政策支持，坚持“以奖

代补、先干后补”，最大程度调动

群众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强化农民培训，认真实施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5大工

程，着力打通农业科技服务“最

后一公里”；强化项目带动，大

力发展与农民增收关联度高、

有产业基础、引进后能带动形

成或提升产业的富民项目、扶

贫项目。

打造五个产业
拓宽富民渠道

大力发展现代果业。该县

先后完成老果园改造7.5万亩，

栽植优新品种果树6.9万亩，高

标准建成梁寨渊子湖优质苹果

基地、范楼水如意生态农庄等

10 个精品园区，积极打造生

态农业旅游精品线路，全县近

3万人通过产业融合实现增收

致富。

加快发展食用菌产业。该

县年产各类干（鲜）菌55万吨，

产值达18亿元。

巩固发展出口创汇蔬菜产

业。该县以上海蔬菜外延基地

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蔬菜产业

提档升级，建成首羡洋葱、大蒜

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基地，目前

全县常年蔬菜复种面积 90 万

亩，总产值70亿元，是江苏省特

色出口创汇蔬菜基地。

转型发展畜牧产业。该县

以江苏君乐宝乳业、徐州佳合食

品为引领，积极发展以奶牛、肉

羊、生态鸭养殖为主的生态规模

养殖，建成顺河乐源牧业等一批

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国家级规模

养殖场发展到8个，君乐宝乳业

年加工液态奶30万吨，产量居

全省第二位。

全力发展板材加工产业。

该县已形成以吉林森工、方圆、

恒林、久立为主的规模企业300

多家，年产值达100亿元，有力

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创新六种模式
放大富民效应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该县积

极创新探索产业发展与农户利

益联结新模式，有力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该县实施苏农果业联合体

模式，以丰县苏农果品专业合作

社为依托，带领社员发展优质果

种植，按照每斤高于市场价0.5元

以上的价格收购。

该县实施菌光互补发展模

式，县政府扶持丰县奋斗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建设师寨镇菌光互

补现代农业产业园，充分发挥

该产业园在资金、技术、菌包生

产、市场谈判等方面的优势，带

动农户通过土地租让、木耳种

植、就业取酬、入股分红等方

式实现增收，参与食用菌种植

的贫困户年收入达 1.4 万元～

2.1万元。

该县实施现代果业发展模

式，县政府引导统一流转土地，

出资整理土地、定植果树、配套

基础设施后，建成宋楼镇王岗

集现代果业示范园。园区以发

包方式承包给农户，并由县农

委、镇农经中心提供技术指导，

由合作社组织对外宣传、品牌

打造和销售，实现了由一家一

户“各自为战、提篮小卖”到全

体社员“抱团作战、合作生金”的

转变。

该县实施订单农业模式，流

转土地516亩，建成宋楼镇瑞农

果蔬种植家庭农场，从事订单蔬

菜生产，分包给10余户农户种

植，户均收益3.7万元，有效带动

农民增收。

该县实施湖西特色蔬菜发

展模式，大力推广大蒜（洋葱）—

辣椒等高效种植模式。由伟杰

食品有限公司采取单季流转方

式流转土地1000亩，在大蒜（洋

葱）收获后，发展港椒种植，带动

500 余户农户增收，亩均效益

8000元左右。

该县实施畜牧业转型升级

发展模式，重点由徐州佳合食品

有限公司牵头，统一建立标准化

生态肉鸭养殖小区，供养殖户无

偿使用；统一提供物化、技术服

务；统一合同价收购，确保农户

每只毛鸭净利润在2元以上，带

动丰县及周边地区近5000户发

展肉鸭养殖。

□ 林 琳

□ 本报记者 徐 军

工业文明以来，纺织原材料

从天然纤维向人造纤维发生了

质的变化，全球每年在石油产业

链中提炼7000万吨用于制造化

学纤维，化学纤维已经占据纺织

工业70%以上原料。

15年来，浙江华欣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欣集

团”）投资20多亿元，利用化学

纤维基本特性，一直致力于原液

着色替代后染色工艺技术产品

开发，共开发了5000多种化纤

原料颜色、4.6万余种产品，实现

用原液着色技术替代后染色工

艺，创造了华欣模式。

减少能源资源消耗
实现节能减排

华欣集团利用化学纤维基

本特性，通过制造一种有颜色的

纤维原料——色母粒，用色母粒

生产彩色纤维工艺技术称为原

液着色，用原液着色技术生产彩

色纤维不需要加一滴水，只需要

用 7.5kg 颜料粉替代后染色工

艺。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

技术研究所与国家发改委公告，

用原液着色替代后染色工艺技

术，用彩色纤维替代后染色本白

纤维，每吨可以为国家节电

8300度、节水180吨、节约化工

染辅料130kg。按全球7000万

吨化纤来计算，我国大概有

4000万吨化纤，把华欣模式推

广到整个纺织行业，每年全球

可以节电5000亿度以上，我国

可以节电3000亿度；全球每年

可以节约水消耗120亿吨，我国

可以节约水消耗70 亿吨；全球

每年可以减少化工产品消耗

与浪费 900 万吨，我国每年可

以减少化工产品消耗与浪费

600万吨以上。

华欣模式是代表企业通过

新工艺新技术，对传统设备进

行优化整合，用原液着色替代

后染色工艺技术，用彩色纤维

替代后染色本白纤维，通过对

化纤原料定性，从制造商品源

头上控制减少能源资源浪费与

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节

能减排的方法。

控制减少污染源
实现治理污染

如果把华欣模式推广到整

个纺织行业，可以通过市场经济

手段减少70%印染工艺，实现我

国纺织化纤印染工业一次产业

革命，使高能耗高污染的纺织行

业向低能耗零排放转变。

经济发展最大污染源来自

于化工产品。由于污染是无法

治理的，世界各国治理污染的方

法是把污染产业链转移到落后

的国家与地区。在我国，经济发

达地区治理污染的方法是通过

政府权力强制性关停印染化工

企业，使得这些污染产业链转移

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

用权力来治理污染的方法，导致

更多土地浪费、能源资源治标不

治本。华欣模式为国家找到了

通过对行业源头来控制减少化

工产品浪费，减少水资源消耗，

通过控制减少污染源实现真正

治理污染。

加快产品创新
实现产业升级

我国大力提倡制造业加快

产业升级，可是在单一GDP考核

模式下，政府对企业的考核都是

来自于规模大小，都是在生产相

同产品，通过无序技术改造实现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产品相

同，使得这些企业通过机器人替

代人来实现所谓产业升级，其本

质是通过浪费大量能源资源去制

造机器人来替代人，造成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严重对立。

华欣模式为国家推动制造

业加快产业升级找到了方法论，

企业的价值来自于产品之差异，

行业之间产品之差异打造了世

界经济。华欣模式无须用机器

人替代人。华欣模式为国家推

动原液着色技术替代后染色工

艺技术，用彩色纤维替代后染

色本白纤维产业化打下了坚实

基础，可以把高能耗高污染纺

织行业向低能耗零排放转变，

这是国家应该真正推广的产业

升级。

推广华欣模式
实现绿色GDP

由于经济是没有低碳与高

碳之分，商品才有低碳与高碳之

区别，因为经济是人类世界运动

方式，人的运动方式有农业与工

业分工之区别。

错误的低碳经济学说导致

世界节能减排与治理污染走向

完全相反之路，政府应该提倡企

业的发展必须服务于社会经济

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保证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的价值规律。

华欣模式生产的各种产品

都是低碳商品，低碳商品本质是

企业制造商品必须以产业链来

计算消耗的能源资源，也是可以

用一度电、一吨煤、一立方米天

然气、一桶油来计量能源资源消

耗数量即碳票，以消耗碳票数量

多少来衡量商品的低碳与高碳

之区别。华欣的产品是代表低碳

的商品，这些低碳商品生产纺织

化纤产品都是绿色GDP，国家可

以通过华欣模式来推动对地方政

府绿色GDP的考核，实现传统纺

织化纤印染行业一次产业革命，

推动世界经济一次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