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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暨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黄海峰主持并讲话 余永青刘小松董文吉等参加
记者 义永华
·· ···
12 月 5 日，县委书记黄海峰
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暨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学习
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
《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省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及
栗战书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
上的讲话。
余永青、刘小松、董文吉、赖
明诚、郑志光、徐恒辉、鲁连美、宋
立新、许海波、费林建、胡拥波等
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党对
宗教工作的领导，落实宗教工作
责任制，确保党对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在我县得到全面贯彻落
实。要提高宗教法治化水平，紧
紧围绕政治安全、活动安全、财
务安全等要求，努力建设平安宗
教活动场所。要依法规范宗教
发展，把合法宗教与不法邪教区
分开来，依法打击邪教组织和活
动，发挥宗教积极作用，团结引
导信教群众，弘扬真善美，促进
社会和谐。
会议强调，
要抓好《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学习、
宣传和落实。要专题学，各乡镇、
部门党委（党组）要组织一次专题
学习，并作为本月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把学
习覆盖到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
员。要带头学，党员领导干部要
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带头参加所

在支部或者党小组组织生活。要
日常学，给党员和支部订购发放
单订本和挂图，让党员干部可以
随时学，让支部对图开展工作。
要督促学，要适时开展学习考核、
检查、测试和竞赛活动，造浓学习
氛围。同时，要以《条例》的出台
为契机，深入推进基层党建，加强
“最强支部”建设，规范支部日常
工作，确保我县的基层党建继续
走在省市前列。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宣传
思想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宣传、
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不动摇，
压实压紧主体责任，确保党的旗
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要
紧扣使命任务，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要推动
改革创新，加快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整合资源，理顺体制，激活
机 制 ，发 挥 新 闻 媒 体 更 大 的 作
用。要提升整体水平，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全面加强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建设，讲好淳安故事，传播
好千岛湖好声音。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深刻
领会、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和栗战书讲话精神。
要增强制度自信，必须不断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
持和依靠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县
人大重大事项向县委报告制度，
县委定期听取研究县人大工作。
要把人大工作放到全县中心大局
中去思考、谋划和推进，确保各套
班子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创佳
绩。
为迎接杭黄高铁千岛湖站的启用，方便广大市民乘坐高铁，连日来，千岛湖旅游集团客运
有限公司正在对公开招募的旅游专业人员和二十余名驾驶员进行培训。据了解，快速专线车
首批参加营运的班车有 10
辆，起点为杭黄高铁千岛湖站，终点为千岛湖汽车客运总站（客运
北站），单趟用时约 30
分钟，沿途无停靠站点。汽车班次将根据高铁班次进行同步安排，从进
入千岛湖站的第一班高铁车到最后一班驶离千岛湖站的高铁车。
记者 王建才 摄

抓紧培训迎高铁

两条长短信 温暖传媒人

初冬时节，
寒风瑟瑟，阴雨连
绵，但千岛湖传媒中心全体员工
却感到无比温暖。12 月 3 日，邵
华泽将军给千岛湖传媒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宋士和发来短信，对传
媒中心的融媒体建设给予充分肯
定。
11 月 22 日，宋士和撰写的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几点
思考》在《今日千岛湖》上发表，邵
老看到后专门发来两条长短信，
认为该文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观点和事例结合，很有可操作性，
并称“你们以自己开创性的工作
取得了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可喜成
绩，江苏的县级媒体集体登门参
观学习，
真不容易！”

邵老对传媒中心的关注、关
心、关怀，对采编人员的理解、肯
定、鼓励，让全体传媒人心潮起
伏、深受感动，每每谈及，眼中便
盈满泪水，
心中千言万语，化作对
邵老的深深敬意和衷心祝福。是
的，千岛湖传媒中心融媒体建设
这一路走来，
真的太不容易。
今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
出了“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的要求，千岛湖传媒中心
一班人认真进行了学习贯彻，大
家决心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立
场，从实际出发，讲究效果导向，
有序推进融媒体建设，让目前拥
有的纸媒、电脑、手机、户外屏媒
4 个终端 11 个媒体集群更好地
发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中心贷款产品面向“三农”，服务中小企业。贷款速度快，效率高，最快一
小时放款！贷款利息月息低至千分之七起！理财收益一年期 6%，半年期
5.4%。地址：
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南路 16 号。
咨询电话：
64810288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
经过近 10 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千岛湖传媒中心目前纸媒、电
脑、
手机、
户外屏媒 4 个终端
“四箭
齐发”，11 个媒体集群“ 协同作
战”，已基本形成全覆盖、无死角
的新闻宣传效应，融媒体中心建
设成果显现。2012 年、2014 年，
连续被浙江省记协县市区域报工
委评为“新媒体建设优胜奖”，成
为杭州地区唯一两次获此殊荣单
位。2015 年 6 月，浙江省委宣传
部和杭州市委有关领导分别作出
批示，
2015 年 7 月，
浙江省委宣传
部领导来单位考察调研，2016 年
11 月中国报业协会、人民日报社、
浙江省报业协会领导也到单位检
查指导。2017 年 4 月，荣获浙江

省县市区域报“媒体影响力奖”，
在杭州地区仅此一家。荣获由中
国报业协会组织评选的 2018 中
国报业融合发展优秀案例。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浙江日报等主流
媒体都报道了全媒体建设成果。
作为新闻界的泰斗，邵老虽
已八十高龄，仍时时关心着家乡
新闻事业的发展，多年来，他从不
间断阅读《今日千岛湖》，每当看
到家乡的变化和成就时，他都非
常兴奋，对家乡媒体取得的一点
成绩都给予热情的鼓励。他几次
打来的电话、寄来的亲笔信和赠
送的书籍，成为千岛湖传媒中心
建设全国县级融媒体标杆的宝贵
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全体传媒
人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建设
康美千岛湖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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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秀水 促康美
宣传系统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记者 章晶
·· ··
12 月 4 日，县宣传系统开展
以
“宣行
‘增殖放流’护秀水 传译
‘两山理论’促康美”为主题的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宣传部全
体成员及千岛湖传媒中心、县广
播电视台两家新闻单位员工代表
沿着中心湖区岸线一带，相继将
15000 只中华鳖送入千岛湖。
本次活动由宣传系统和淳安
县渔政局共同举办，旨在通过本
次放流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全省
“大花园”建设决策部署，号召全
县新闻工作者更好地宣传“保水
渔业”和千岛湖渔业资源增殖放
流对千岛湖水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尽心竭力守护好千岛湖的一

湖秀水，沿着“两山”理论指引的
路子阔步前进。
千岛湖不仅仅是优质的渔业
水面，也是重要的战略饮用水源
地，更是浙江省不可或缺的生态
屏障。为保护这一湖秀水，近年
来，县委、县政府一直把生态建设
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工程，大力
开展千岛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
程，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走出了
一条
“以鱼治水”的水域生态保护
之路。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理、
大力宣传、积极倡导，在全县营造
了“保护千岛湖渔业资源就是保
护千岛湖水资源”的良好氛围，形
成了“大头鱼保水、小头鱼治水”
的放流模式，完善了企业放流、民
间放流、官方放流等多种载体与
形式结合的放流体系，完成了
“放
水养鱼”到“放鱼养水”的华丽转
身。

“科技特派员制”
点亮乡村发展之光
见习记者 何序凯 通讯员 徐丽亚
···· ··· ··· ···
日前，从省科技特派员 15 周
年总结表彰会议上传来喜讯，县
经科局作为杭州市唯一获得省级
先进集体荣誉的单位，受到了省
委省政府的通报表彰。
据了解，科技特派员制度自
2003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下姜村
调研开始实行，目前已走过了 15
年的征程。15 年来，先后有 2 个
团队特派员、107 名个人科技特
派员，共计 167 人次来到淳安，踏
遍了淳安的青山绿水，走进了千
家万户，给农民送技术、解难题，
成了农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科

技财神爷”。他们点亮了农村发
展的科技之光，架通了农民增收
致富的桥梁，让科技引领农业发
展结出了累累硕果。据统计，15
年来他们在淳安共实施各类科技
项目 223 项，引进、种养新品种
138 个，推广新技术 86 项，创建
科技示范乡镇 3 个、示范村 8 个，
培育示范农户 1756 户、示范基地
9 万多亩。
科技特派员制度凝结着习总
书记对
“三农”工作的深邃思考和
实践探索，县经科局将在取得现
有成绩的基础上抖擞精神、不断
进取，为淳安乡村振兴发展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千岛湖之情
武歆
编者按：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多位中国作家参与相关部门
组织的“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以文学形式展现 40
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的改革实践、波
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本篇报告文学是作家武歆（天津市作协副主
席、天津文学院院长）此次赴我县采风的收获，刊发于 10 月 26 日
《光明日报》的光明文化周末版，
今予以全文转发，
以飨读者。
《光明日报》 2018 年 10 月 26 日
···· ···········

邵华泽将军充分肯定千岛湖传媒中心融媒体建设
记者 刘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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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千岛湖

按照惯常思维，
“ 思想”应该
来自哲学家的办公室，来自图书
馆浩繁的书籍，或是来自所谓的
灵感乍现。不，真正的“思想”来
自生活的实践，来自事物发展进
程中持久的辩证思考。
也可以说，
“ 思想”首先来自
正确的思路。只有在正确的思路
上，才能诞生正确的思想。
在一片浩荡湖水之上，能够
诞生怎样的思路？思路又能怎样
转化为思想？思想又怎样为发展
服务？想要寻找一个来自湖水之
上的答案，应该在这个迷人的十
月去千岛湖，端详那片洁净湖水
的上面，激荡着怎样的思想浪花；
再俯下身子看看澄碧闪亮的水
下，涌动什么样的思想波浪。
去看看千岛湖发展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千发集团），他们是怎

样助力地方政府，把一个平静的
水库打造成为一个耀眼的旅游胜
地；他们又是如何在这片波光粼
粼的水面上，按照一个闪耀的思
想去发展、去壮大、去辉煌。

奋斗出一片绿水青山

千岛湖的秋季早上，已经有
些凉意。薄薄的水雾弥漫在水面
上，时而散开、时而聚拢，仿佛思
想家飞扬的思绪。一些不知名的
漂亮鸟儿，优雅地掠过平静的水
面，向远处缓慢飞去。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人工淡
水湖，
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水源
地，
更是长三角地区不可忽视的生
态屏障。这里的水域面积达到
573 平方公里，
大小岛屿有一千多
座，
湖岸线2500公里。这里空气清
新、
水质清冽，
走在湖边上就像走在
浪漫诗句的缝隙中——
“峰峦成岛
屿，
平地卷波涛。
” （下转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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