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部广告部广告部 联系人：杨女士
咨询电话：
13968105687

648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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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支行咨询电话：65025358 www.hzbank.com.cn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出版 地址：千岛湖镇开发路129号 总编辑：宋士和 电话：64813700 值班总编：宋坚明 电话：65021129 责任编辑：叶青 电话：64827371 广告经营许可证：杭工商淳广许2004001 广告热线：64831319 13968105687 13868016661

新闻报料热线
64831300 15057153399
在线投稿
qdhnews@126.com

中共淳安县委主办 第2616期 [总第2921期]
今日4版

星期五 2017年3月
农历丁酉年二月二十 17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千岛湖新闻网
www.qdhnews.com.cn

◎昨日上午，我县召开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副县

长郑志光参加会议，并要求各部门和各乡镇要清醒认识、务实措施、有力

保障，确保该项工作圆满完成。 （记者 储珊）

◎昨日，我县开展罚没食品、药品集中销毁行动，副县长费林建参加活动

并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新要求。 （见习记者 汪琛）

政务要览

新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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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记者
··

章晶
··

昨日，中国浙西（千岛湖）首

届中药材交易博览会在临岐镇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家参

展企业2000余名客商相聚临岐，

交流合作、共谋发展。

杭州市委副书记马晓晖宣布

开幕。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何关新讲

话。

县委书记黄海峰致辞。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主

持开幕式。

县领导余永青、董文吉、商松

懋、邵文涛参加活动。

本次博览会以“康美千岛湖

百草临岐镇”为主题，由市农办和

淳安县共同主办，采用“会议+展

览”相结合的举办形式，围绕千岛

湖药材市场开业，开展为期三天

的展览、招商及商贸洽谈。博览

会期间还将举办大健康产品展

销，淳六味及全国道地药材展示，

浙江省淳安县前胡、覆盆子、山茱

萸等道地药材保质发展交流研讨

会等活动。

何关新指出，博览会在青山

绿水、金山银山的中药材之乡临

岐镇开幕，既是淳安解放思想、开

拓进取、创新实践的成果，也是广

大林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的成

果，更离不开社会各界、各部门对

中药材事业的大力支持，希望交

易市场在“品牌+”上下功夫，在

“互联网+”上下功夫，在延长产

业链、推动产业融合上下功夫，为

医药事业、健康事业不断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黄海峰在致辞中说，发展中

药材产业顺应“健康中国”建设，

迎合健康时代需要，符合国家供

给侧结构改革要求，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好山好水出好药，淳

安一流的生态环境为发展中药材

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

过多年的培育发展，目前淳安的

中药材产业呈现出规模化、品牌

化、产业化发展趋势，全县有中药

材基地 10万亩，年产值近 3亿

元，其中临岐镇有中药材基地3.6

万亩，年产值超亿元，是全省中药

材特色农业强镇。

黄海峰指出，淳安目前正在

全力推进“康美千岛湖”建设，力

争使“康美”成为全国知名的县域

品牌，而发展中药材产业是“康美

千岛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下一步，淳安将大力发展以中药

材为重点的康美产业，发展医养

结合、游养结合、食养结合、健养

结合等新型业态，打响“养生千岛

湖”品牌，并建设一批农旅结合的

现代中药材园区，发展一批以中

药材为原料的高端加工企业，形

成完整的中药材产业链。

黄海峰表示，今后，淳安将继

续支持临岐镇“中药名镇”建设，

把临岐中药材市场打造成浙西乃

至在全省全国都具有较高知名

度、较强辐射力的中药材集散中

心。希望各位领导、各位朋友，积

极发挥各自优势，为淳安、为临岐

发展中药材产业牵线搭桥，多提

宝贵意见。

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浙江省

中药材之乡”授牌以及中药材产

业项目签约。随后，与会领导一

行实地视察了博览会展区和中药

材交易市场。

中国浙西（千岛湖）中药材
首届交易博览会开幕
马晓晖宣布开幕 何关新黄海峰董毓民余永青董文吉等参加

见习记者
····

徐岳林
···

日前，我县全面启动新一轮

卫生乡镇创建专项行动，带动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打响“攻坚

战”。

“卫生乡镇创建是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关键之战，发挥卫

生城镇创建的典型示范作用，有

利于带动乡镇居民文明素质提

升，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质量。”县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我县已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镇)2 个，省级卫生乡镇 8

个，市级卫生乡镇7个，县级卫生

乡镇6个，其中，姜家镇已通过国

家卫生镇考核验收。按照县委县

政府要求，截至2018年底，全县

要力争实现市级卫生乡镇全覆

盖、省级卫生乡镇达标率65%以

上、国家级卫生乡镇达标率20%

以上的目标。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分类开

展各级卫生乡镇创建培训，完成

创建材料申报工作，并对照相关

创建标准，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大

整治。

我县启动新一轮卫生乡
镇创建行动

康盛集团董事局主席、浙江
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汉康——

市党代会吹响了率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描绘了杭

城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作为市

党代表，我将全面贯彻党代会精

神，以落实“四个人”要求为总纲，

争当排头兵。

自主创新，争当发展带头

人。我们一直坚持走科技创新之

路，接下去我们将继续抢抓行业

发展的制高点，赢得行业发展的

话语权，引领行业新一轮的发展。

党建领先，争当新风示范

人。我们将紧紧围绕企业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以创先争优当先锋

为抓手，认真开展党建工作，增强

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地

促进企业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以人为本，争当和谐引领

人。“以人为本，合作聚力”是我始

终坚持的理念。今后要继续保障

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企业文化

建设，培养和挖掘各类人才，注重

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培养。

反哺社会，争当群众贴心人。

“致富思源、自觉回报社会”是企业

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广

泛参与社会各类公益事业，为稳定

社会和谐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酿
造部酵母技扩培主管 项发建——

我从事啤酒酿造的酵母扩培

工作已经24年，这次能当选杭州

市党代表，非常荣幸和自豪，在此

也要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和

厚爱。

目光所聚、期盼所寄，是荣

誉，更是重托。在G20杭州峰会

成功举办大背景下召开的这次市

党代会，必将引领杭州再创新辉

煌，带给杭州人民更加美好的生

活。千岛湖啤酒是千岛湖的一张

“金名片”，而千岛湖作为杭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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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风采，也少

不了千岛湖啤酒的原生态自然美

的身影。作为千啤人，我们更要

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康美千岛

湖的蓝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浙江省的啤酒酿造大师和市

职业技能带头人，我要立足本职

岗位，发挥工匠精神，紧紧围绕公

司的经营方针，做好技术创新、酵

母菌种的改良，为提高产品品质

奠定基础。同时，还要不断为公

司培养高技能人才，提升公司整

体技能水平，带领一线工人继续

谱写千啤发展新篇。

(记者 叶青 整理)

争当企业带头人 奉献康美千岛湖

记者
··

江晓帆
···

通讯员
···

唐文杰
···

付波
··

随着最后一组混凝土的浇

筑，位于杭黄铁路淳安段许家隧

道内的2000米无砟轨道试验段

施工任务于日前顺利完成。这标

志着杭黄铁路淳安段无砟轨道首

件试验段圆满完成，为下一步无

砟轨道的全线施工创造条件。

据介绍，试验段位于中铁隧

道集团承建的许家隧道内，采用

的是 CRTSI 型双块式无砟轨

道。无砟轨道又称无碴轨道，是

指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

体基础取代散粒碎石道床的轨道

结构。其轨枕本身是混凝土浇灌

而成，而路基也不用碎石，钢轨、

轨枕直接铺在混凝土路基上，具

有结构高度低、维护量小、稳定性

好、耐久性好、降低粉尘等优点。

试验段施工期间，中铁隧道

集团严格按照精细化、标准化的

要求，认真筹备，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每一道工序都列出时间表，

落实责任人，细化分解至班组，既

争分夺秒，又精益求精，保证了无

砟轨道首件试验段施工的圆满完

成。

许家隧道无砟轨道试验段
圆满完成

记者
··

郑文彬
···

3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董毓民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经济

开发区（青溪新城）开展专题调

研。

当天，董毓民一行先后现场

考察了鼓山修正饮品、坪山大中

酒店、千啤小镇、新城沿湖景观飘

带等在建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

设情况及生产规模、经营定位等

内容，并实地走访青溪新城创意

工坊，与众多企业负责人进行深

入交流，共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董

毓民充分肯定了经济开发区各项

工作取得的成果。他指出，经济

开发区是全县经济发展的主平

台，要敢于担当、趁势而上，进一

步集中资源、统筹优势、抓好落

实，全力以赴建设品质新城，推动

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就下步工作，董毓民要求，要

创建品质新城，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对建成区提升改造、优化升

级，对未建成区严格控制、规范整

理，对沿湖沿线区域统一品质、做

优环境，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

要打造产业新区，一方面，加快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好闲置土地

的梳理、盘活、利用文章，推动业

态提升改造，另一方面，加强新兴

产业招商，引进品牌商城、通用航

空、影视文化等项目，完善“主客

共享、以客为主”的商业配套；同

时，做强优势产业，加快创建水业

基地，加强重点项目的克难攻坚，

推动项目尽早落地开工、建成投

产。要树立队伍新风，充分调动

干部积极性，在持续深化“一站

式”、“代办式”服务基础上，强化

作风建设，打造新城铁军，引领淳

安铁军的锻造。

县领导郑志光、许海波陪同

调研。

董毓民在调研

经济开发区（青溪新城）时强调

敢于担当 趁势而上
全力以赴建设品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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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岐的初春，处处萌动着新

的生机。3月16日，虽然距离临

岐镇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蒋大

哥却背着自家晒制的几款药材早

早地出了门，赶赴一场属于临岐

药农的盛会。

“你这边收多少钱啊？”“这是

我带的样品，家里还有很多！”“联

系方式给我留一个吧，以后可以

继续找我！”穿梭在中国浙西（千

岛湖）首届中药材交易博览会现

场，老蒋乐呵呵地对比、议价，一

会儿功夫就拿到了一打药材收购

大户的名片。他告诉记者：“在家

种种药材，一年挣个五六万，比出

去打工轻松。现在建了交易市

场，以后就更不愁销路了！”

本次博览会上，“中药名镇”

的首次亮相，吸引了400多家药

商、2000余人前来参展，现场客

商云集，游客、村民摩肩接踵，呈

现一派“岐药出山”的繁忙景象。

山茱萸、覆盆子、前胡、黄精、

重楼、三叶青……在“淳六味”道

地药材展区内，盛放各式药材的

一排排玻璃罐前，挤满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药商，或仔细端详药材

成色，或详细询问功效、品质与价

格，或深入交流后期合作等事

宜。展区负责人王圣生说：“这个

市场建起来了，对老百姓来说真

是造福一方的事情，进来一波波

的都是外地老板，给我们带来了

不少商机。”

(下转2版)

“岐药出山”奔康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