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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 安全可靠
十万起步 保本保收益

健民咸春堂中医馆
全县中医集聚平台，
中医中药技术中心；

防治调养功能齐全，
全民医保定点单位；

服务收费合理规范，
往返交通方便快捷。

地址：千岛湖镇健民药店二楼（鱼味馆对面）电话：0571-58328199 64812663

6个月 5.4%
12个月 6%

期限 年收益率理
财
收
益
表咨询热线：64810288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融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坚定秀水富民路
建设康美千岛湖
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代表访谈①

通讯员
···

余新亮
···

3月1日上午，县政协召开

主席（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杭

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县政协主席刘小松主持会

议。县政协副主席王晓林、何

建法、占志明、胡敏、邵文涛，以

及县政协全体机关干部参加了

会议。

会议指出，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是杭州市在“后峰会、前亚

运”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事关杭州未来

五年改革发展大局和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政协全体同志

要充分认识这次党代会的重大

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使命感，把学习会议精神作为

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把推动

会议精神落实作为当前的主要

工作。

会议强调，全县政协委员

和政协工作者要紧扣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城市国

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

世界名城”的战略目标，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市、县委的决策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

实市、县委的部署上来。要用

党代会精神来引领和指导政协

工作，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确保参政

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

助推助在急需时，不断提高政

协履职水平。

会议要求，全县政协委员

要扎实开展市党代会精神的学

习贯彻活动，做到思想认识到

位、学习宣传到位、领会精神到

位。要紧紧围绕全市、全县中

心工作，认真践行“四个人”要

求，全面落实“八个一”职责，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发挥自身在

本职岗位上的带头作用、政协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

中的代表作用，努力把政协打

造成为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

为建设康美千岛湖、推动我县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履行三大职能
发挥三个作用
县政协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
刘小松主持

通讯员
···

祝国莲
···

见习记者
····

汪琛
··

记者从县人社局了解到，今

年省公务员招考计划已新鲜出

炉，即日起考生可登录浙江省公

务员考试录用系统（http://gwy.

zjhrss.gov.cn/）查询职位表，3月

11日即可进行网上注册报名。

今年我县共计划招录81名

公务员（含参公人员），其中部门

59名（含大学生村官4名），乡镇

机关22名（含选调生村官招录8

名，大学生村官和非大学村官的

村干部各3名），招考职位涉及到

各类专业领域，涵盖不同层面的

考生。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公安机

关招考的执法勤务类职位首次在

行政执法类试卷的基础上，新增

了公安专业科目笔试。另外特别

提醒计划报考村干部“岗位2”职

位的考生，今年全县计划招录该

岗位3名，要求现任村“两委“正

职，年龄在18至40周岁（1976年

3月11日至1999年3月11日期

间出生），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

高中以上学历。其他人员要求年

龄在18至 35周岁（1981年 3月

11日至1999年3月11日期间出

生），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

历。

2017年省公务员考试计划出炉

在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上，我第一次当选为市委委员，

在倍感荣幸的同时，也感受到

了作为一名社区基层工作者肩

上的责任。

市委书记赵一德在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上做了“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加快建

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

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政治

站位高、目标深远、理念新颖、

措施扎实，是一份振奋人心、催

人奋进的好报告。我作为列席

代表，一方面对杭州过去五年

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对未来

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对报告提

出的打造国际化社区品牌的要

求，也倍感压力，需要迎头赶

上。千岛湖作为杭州的后花

园，有着绝佳的生态优势，要在

杭州走向世界名城的征途中贡

献一份淳安元素、淳安精彩。

落实到最基层的社区来说，我

们更要积极行动起来，着力在

“城美人和”上下功夫，为打造

康美环境、康美生活奉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具体来说，一是要在环境

的“洁化、序化、绿化、美化、亮

化”上做文章，深化城市精细化

管理模式，加大对“四大创建，

即最美阳台、最美庭院、最美楼

道、最美小区”的投入力度，强

势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

垃圾分类”等工作，提升城市品

质；二是要在深化居家养老上

做文章，提升社区居家养老照

料中心软硬件设施，积极开展

访千户听民声活动，将“三认”

工作做实做细做透，努力为居

民排忧解难，让更多的老年人

享有更幸福的晚年；三是要在

提升市民素质上做文章，大力

开展“最美江滨人”的评选与宣

传，弘扬正能量。依托社区百

姓微讲堂，在社区居民中开展

家风、家训、家教的培训，倡导

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同时要本

着文化是根、文化是魂的理念，

大力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从原

来注重培育舞蹈、戏曲人才向

茶艺、书画、剪纸、瑜伽、烘焙等

百姓乐于尝试的多元化新事物

转变，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

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总之，

我们社区干部要积极主动地认

真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牢牢抓住五年的发

展机遇，全力以赴，撸起袖子加

油干，心无旁骛抓落实，争当勇

立潮头的社区铁军。

“城美人和”添精彩
——访千岛湖镇江滨社区党委书记 胡海燕

记者
··

江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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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325这也太低了，你

看我这茶叶，无论形状，还是香

气，都很好的，最低330一斤。”

“那好，330块成交！称下一

共多少斤？我把钱给你。”

……

阳春三月，又是一年新茶上

市时。昨天一早，走进千岛湖茶

叶市场，记者发现各摊位前人潮

涌动，热闹非凡，看形、闻味、议价

……茶叶收购者、茶农们忙个不

停，现场一派繁忙。

在茶叶市场入口处的一家店

铺内，店主及帮工正忙着将新收购

来的茶青进行加工，六七台炒茶机

飞速运转，嫩绿的茶芽经过炒茶机

的几番炒制后，变成了清爽甘醇的

香茗，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

“这几天家里的30多台炒茶

机24小时开工，可都赶不上客户的

订单数。刚一个上海客户要了600

斤干茶，另一个杭州老客户要300

斤。我们已经炒了5000多斤新

茶，还不够卖啊。”店主魏老板告诉

记者，新茶上市后很俏，因为第一

批春茶经过了半年多的孕育，营养

成分较高，香气与滋味也较好，有

不少顾客趁着新茶上市赶紧入手。

“一共8415元，你给我8400

好了。”姜家镇郭村村民章引其刚

将一袋子共25.5斤新鲜干茶在交

易区摆出，便被来自宁波的茶商

相中。几番议价之后，最终以

330元一斤的价格成交。来自宁

波的茶商史老板告诉记者，千岛

湖茶叶芽胚小，大小均匀，品质比

较好，加上这里有这么好的空气

和水，他每年都会来，今天一共收

购了300多斤干茶。

“酒香不怕巷子深”。春茶自

2月22日上市至3月3日，我县茶

叶市场的春茶交易量已经突破8

吨，交易金额达700余万元。茶

叶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时下新

茶上市量虽不大，品质却普遍被

点赞。目前市场上的干茶每公斤

价格在870元左右，平均每公斤

比去年上涨了40元左右。

新茶上市新茶上市 品质价格双提升品质价格双提升
————““走近春茶走近春茶””系列报道之一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2月24日至27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在杭州召开，我县

参会的党代表和列席代表在会上积极参与讨论并踊跃发言，充分体

现了淳安党员的政治风貌。为更好地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日前我们采访了其中的部分代表，请他们结合各自的工

作实际，就如何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畅谈感受和认

识。今天开始，推出“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代表访谈”系列报道。

记者
··

章晶
··

3月3日，县委书记黄海峰在

县商务局调研时强调，要强化“三

个一”意识，争当招商引资“先遣

队”和“排头兵”，勇立康美经济发

展潮头。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黄海

峰充分肯定县商务局的各项工

作，并就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首先，要想清楚我们有什

么。”黄海峰说，淳安有独特的比

较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基础，一流

的生态环境推动我们的旅游业、

水产业等走在全国前列；淳安有

丰富的储备资源和较好的政策优

势，随着交通区位的改善、度假时

代的到来，这些都将转变为我们

的后发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淳

安正面临重大的机遇优势，大众

消费需求的升级、杭州城市国际

化战略的推进以及“两高”时代的

到来，将为淳安发展注入更多动

力。

“其次，要想清楚我们要什

么。”黄海峰指出，第一，我们要康

美产业，要围绕打造“五个千岛

湖”，引进绿色、生态、高端、有质

量、有效益并且符合淳安发展导向

的产业。第二，我们要强商名商，

要选商择资，招大引强，坚持“理性

为上、感情催化、实操为本、效果导

向”，做到内有标尺、刚柔并济。第

三，我们要“大好高”的项目，要坚

持大项目带动，推动形成产业集

群，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构筑转

型升级新引擎。

“最后，要想清楚我们怎么

干。”黄海峰强调，要“谋划好”，

围绕当前发展的阶段、区位、方

向和重点，及时调整规划，做到

“谋定而后动”；要“梳理好”，整

合空间、要素、功能、资源和配

套，进一步梳理汇总，描绘好产

业招商“地图”；要“招引好”，坚

持活动推介和敲门招商、政府引

导与社会招商、政府招商与市场

机构招商相结合，推动招商“多

渠道”；要“服务好”，推动审批制

度改革，完善代办服务、三级协

调等各项机制，全力当好“店小

二”。还要“保障好”，一方面，强

化体制，统筹力量，推动形成以

商务局为统领、以各大平台为支

撑、以驻外商会为拓展，各重点

部门专业发力和23个乡镇多点

开花的“大招商”格局。另一方

面，提升队伍，加强培训，打造一

支“底子清、情况明、业务熟、方

法灵”的“招商铁军”，同时，压实

考核，完善政策，在推动“走出

去”招商的同时，吸引更多客商

和团队来千岛湖投资创业。

副县长费林建陪同调研。

黄海峰在县商务局调研时强调

争当招商引资“排头兵”
勇立康美经济发展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