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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扫码亮码，做到应扫尽扫，是履行防
疫义务的“规定动作”。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
健康负责，也是筑牢疫情防控屏障的重要一
环。最近，我省杭州等地连续出现新增病例，
疫情防控形势仍然复杂、艰巨、紧迫，扫场所
码等环节不能留下漏洞。

扫场所码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多此一
举，不按照规定认真扫码、认真核验，可能会
捅出大娄子。最近，杭州发现一例新冠病毒
确诊病例曾进入某餐厅，而该餐厅并未提醒、

督促其扫码核验。该餐厅老板在明知杭州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全面推进“场
所码”扫码核验工作的通告》中明确要求餐厅
（馆）加强管理、提醒督促进入人员完成扫码
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有关要求，未切实提醒并
督促进入人员扫码核验，被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根据记者暗访，在省内部分公共场所也
存在扫码验码不认真、不规范等现象。类似
漏洞，决不能成为疫情防控的漏网之鱼。

不少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有健康码
还要扫场所码？这是因为，万一发生了局部
疫情，可以通过确诊病例的扫码记录，快速关
联到其他扫描过场所码的人员，便于相关部
门开展快速流调，精准排查。如果没有按照

规定实现应扫尽扫，流调易出现疏漏，带来疫
情传播的隐患。通过场所码扫码，不但可快
速实现疫情防控相关信息核验，还可自动完
成场所登记，提高通行和场所登记管理效率。

不久前，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
措施公布，拎一拎重点，更科学、更精准、更
有效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而场所码正是科
学防控、精准防控、有效防控的重要措施。
在精准防控的大前提下，万一出现疫情，首
先需要汇总多方信息，综合研判，从细从实
开展流调排查，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
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除了防控部门“以快
制快”，扫场所码就是重要的防控抓手。

更好地发挥场所码的作用，需要不同场

景的公共场所和扫码人的紧密配合。比如，
出租车企业、网约车平台要督促驾驶员提醒
乘客主动扫码，查验无误后方可提供乘车服
务。在一些细节上也须规范操作，不能以“亮
码”代替“扫码”，也不能出现“一人扫码、多人
进入”的情况。

疫情形势复杂，所以需要更好地贯彻执行
最新的防控政策。除了扫码，在更多的环节都
要警惕麻痹大意、松劲懈怠等造成的疫情防控
漏洞。对浙江而言，尤其需要结合实际认真对
照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措施”，毫不
动摇坚持行之有效的管用打法，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做到“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多目标平衡。

场所码，扫码核验不能留漏洞
逯海涛

近日，央视网微博话题“近8成校园霸凌不为人知”冲上热搜。研究表明，只有21%的校园霸凌
案件会报告给老师或学校，79%的校园霸凌都石沉大海。校园霸凌会对被欺凌者身心健康造成严
重危害，学校应加强这方面的防治和教育，让每一次欺凌都被看见、被及时制止和处理。

姚月法 作

让霸凌都被看见让霸凌都被看见

画中话

《习近平浙江足迹》中有一节习近平
同志给浙江大学师生作报告的记述，这
个报告是从讲故事开始的。

2006年9月27日下午，习近平同志
来到浙大紫金港小剧场，为大学师生
作报告。他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浙江怎么样？一句问话很简单，但要
回答好，就不一定很容易。接着，他讲
起了故事：“当年，毛主席乘专列途经
河南的南阳停留时，南阳地委书记上
车向主席汇报地方情况。毛主席问
他：当年诸葛亮说‘原本布衣，躬耕于
南阳’，这‘南阳’是现在这里的南阳还
是指现在湖北的襄阳？这位书记虽一
脸茫然，却仍然肯定地说就是这里。
毛主席又问，河南的香油很好，你知
道现在的价格多少呀？这位书记又
没答上来。毛主席接着问，你今年多
大 呀 ？ 他 回 答 说 ，这 个 知 道 ，五 十
五。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知今不知
古，只知自己五十五。”

现场爆发阵阵笑声。
习近平讲完这个故事后说，毛主席

还给这位地委书记两条建议：身为一个
地方官，第一要学一点地方的历史，第
二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整个报告历时两个多小时，习近平
旁征博引，典故信手拈来，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临近尾声，他语重心长地
说：“殷切希望同学们继承和发扬中
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学习浙江精神，感悟浙江
精神，实践浙江精神，弘扬浙江精神，努力为加快浙江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
献。”

同学们听了报告收获满满，他们说：“习书记用深入浅
出的语言，融汇古今。作为一个浙江人，我更了解自己的家
乡了，也更懂得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和担当了。”

一位哲人说，谁会讲故事谁就能赢得受众，谁就会
拥有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故事来传达深意、感
染他人。在2013年、2014年五四青年节上，习近平总书记
与青年代表谈话时，分别讲了自己上山看羊、下田锄地
时坚持看书，走 30 里路只为借书的事，勉励青年抓紧时
光多学习。同时，他通过讲陕北“梁家河记忆”，阐明要
不忘初心和使命：“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
们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
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
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
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
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
好日子。”

理论是灰色的，而故事色彩斑斓。讲故事能在讲述
者和受众之间迅速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产生思想上
的共鸣，而再多的叙事技巧，也不能比真情实感更能打
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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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州市椒江区90后选调生范永亮
走遍双洋村的荷花塘，向农户了解农作物生
长情况。下村一年来，范永亮参与策划的“水
韵荷花节”成为当地“网红”项目，使村民足不
出村实现增收。最近，他又发掘村里有两百
年历史的“梵音寺豆腐”，计划打造豆腐“共富
工坊”，建成后可帮助30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人均增收超2000元。

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由之路，
青年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但揆诸现
实，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短缺是许多农村
面临的真实困境。如何破解？今年以来，台
州市椒江区将选调生培养与乡村振兴紧密结
合，实施“田埂代言人”计划，25名选调生下农
田、入农户，积极参与助农帮扶工作。

笔者发现，像选调生范永亮这样走出“象
牙塔”不久的“书生”，大多毕业于知名高校。
他们的优势是有知识、有想法、敢尝试，缺点
是相对稚嫩。帮助他们扎根农村，变成“新村
民”，将个人成长融入强村富民实践，有助于
带动农业发展、村民增收，同时也能锤炼年轻
干部。

推动新生力量进村，既有客观需要，也有
主观热情。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开展的调查显示，70.9%的受访青
年觉得现在乡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提高了，
91.1%的受访青年明确表示愿意用所学回报
家乡。这是一个可喜现象。农村对青年人才
的吸引力增强，是国家长期推行乡村振兴政
策效应的显现，也为实现农村发展、村民富裕
带去更多可能。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需要会治理的“村秀
才”、懂技术的“土专家”、善经营的“乡创客”，
也需要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等。基层应该抓
住当代青年对乡村心态发生积极变化的契
机，利用好这一波人才流动的新潮流，创造条
件，主动对接，搭建平台。不论是外来人才，
还是回流青年，只要他们凭借自身知识与技
能，为乡村振兴带来新观念、引进新模式、注
入新动力，就应该积极鼓励。

吸引和留住年轻的乡村人才，好的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环境”固然重要，但
实际上，许多年轻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
么娇贵，他们能克服生活条件的欠缺。关
键是，要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打造、人才评
价机制优化等，让他们切实拥有干事平台，
而且能干得津津有味，体现出自身价值。
当然，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基层党组织要根
据年轻人的实际特点和地方发展需要，系统
性优化乡村人才培养计划，让这些“新村民”
有热情更有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干
出事业。

【作者单位：台州市椒江区委办】

乐见新村民和新乡村双向奔赴乐见新村民和新乡村双向奔赴
共同富裕今日谈共同富裕今日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以上地块只可以单独申请竞买，不可以联

合申请竞买，若该地块由非具备房地产开发资

质的竞买人（含自然人）受让的须成立房地产开

发公司开发建设。以上地块均附带商务条件出

让，详细商务条件见附件，报名参加竞买即视同

意商务条件。此外，在安吉欠缴土地出让金的

不得参与上述所有地块的竞买。

三、以上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限

地价+竞配建”的方式拍卖出让，设定最高限价，

在最高限价内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

人，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达到最高

限价时，转入竞报配套房建设面积阶段，并以竞

报配套房建设面积最多者为最终竞得入选人。

溢价仅为土地溢价，建筑物不溢价。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

过浙江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

zjgtjy.cn/view/trade/index）进行。申请人可

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进入浙江省自

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五、本次拍卖报名时间：2022年12月2日9

时至2022年12月13日16时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2年12月13日

16时

拍卖时间：AJ2022J-67：2022年12月14

日9时

AJ2022J-68：2022年12月14日10时

六、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拍卖
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

可以登录浙江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

下载。

七、申请人须按照拍卖须知要求办理数字

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

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八、本次公开出让地块成交价即为该幅地

块的总价款，不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土

地契税。根据《安吉县土地出让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与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试行）》（安

政办发〔2022〕61号）文件精神，AJ2022J-67地

块生态环境增值金为3653.5万元（若有溢价按

相应比例计提），AJ2022J-68地块生态环境增

值金为 3278 万元（若有溢价按相应比例计

提）。若地块带建筑物出让，在办理不动产权证

过程中涉及其他相关税费的，由竞得人自行承

担。此外，竞得人应当严格执行人防工程建设

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相关义务，具

体参照《安吉县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安政

办发〔2020〕51号）执行。

九、现场咨询
联系地址：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储备

中心或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572-5021600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572-5129118

联系人：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钱先生 吴小姐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魏女士 李小姐

浙江省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安吉县人民政府批准，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经安吉县人民政府批准，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1月23日

安土让公字[2022]34号

序号

AJ2022J-67

AJ2022J-68

地块名称

昌硕街道九龙路东侧、云鸿西
路北侧地块
昌硕街道灵峰南路西侧、昌硕
西路南侧地块

土地位置

九龙路东侧、云鸿西路北侧

灵峰南路西侧、昌硕西路南侧

出让面积
（平方米）

62749

52075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商业计容占比不超过3%)(社区用房、配电房、
垃圾房不计入核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
商住用地(商业计容占比不超过3%)(社区用房、配电房、
垃圾房不计入核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4614

13112

起始价
（万元）

73070

65560

规划要求
容积率

1.8—2.0

1.8—2.0

建筑密度

不大于30%

不大于30%

绿地率

不大于30%

不大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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