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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千岛湖最初名叫新安

江水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

因为建设水电站而形成的一个人工湖

区。大名鼎鼎的新安江水电站，曾经为

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用电起到过关键作

用，它同时还兼有调蓄洪峰、提供水源、

改善航运的功能，这片充满魅力的湖水

曾经为新中国华东半壁江山经济腾飞的

翅膀增添过强劲的肌肉。

历史发展永远呈波浪形前进，永远

需要我们用一双冷静的目光去客观看

待。虽然千岛湖对新中国建设起过重要

作用，但也留下生态隐患和诸多困难。

水电站建成之后，淳安、遂安两座古城以

及30万亩良田被永远淹没，有将近三十

万人成为移民，还有8万人靠政府安置生

活。千岛湖地区经济直到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末期才勉强恢复到水库未建成时期

的水平。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是淳安

有个叫下姜村的地方，当地过去有这样

的民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

郎。”

在很长一段时期，作过历史贡献的

千岛湖地区，后来却成为浙江经济发展

的一个绊脚石。更可怕的是，这个绊脚

石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

贫穷落后就会肆无忌惮、不管不

顾。当然也是出于无奈，许多人走上了

毁林开荒、破坏生态的道路。大量移民

下湖捕鱼或是进山伐树。湖区周边的森

林覆盖率也是逐年下降，特别是进入上

世纪八十年代后，网箱养殖遍布千岛湖，

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千岛湖局部水

域暴发蓝藻，自来水中都有一股六六粉

的味道，千岛湖成为忧郁之湖……千岛

湖到底怎么了？

如何发展千岛湖地区的经济、改变

环境，走出生活和经济的双重困境，这个

时候需要一个理念，需要一个高瞻远瞩

的思想，需要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引。

千发集团成立于1998年，是由中国

林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中林森旅控股

有限公司和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共

同投资成立的集团公司。成立之初，他

们原本是进行千岛湖18个林场的森林资

源开发，后来源于对千岛湖生态的保护，

他们从砍树变成护树，从开发森林资源

转向守护绿水青山。

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什么

时候？

跃过浩渺的水面，我仿佛看到了

2003年的历史画卷。就在那一年，一个

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一个尊重科学发展的

新思想，终于诞生在这片宽阔的湖面上。

必须承认，这给千发集团的发展，带

来了光明的方向。

2003年的春季，江南依旧阴冷而潮

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淳安

县。他的思考留下来——那就是著名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

理论。

只有把生态环境保护好，自然价值

和自然资本才会加大。但那时，并非所

有人都能理解。

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正确方向，围绕

这片湖水，千发集团下了决心，拉开了转

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绿色产

业之路。

千发集团负责人感慨地说，总书记

的经济发展理念，是用双脚“走”出来的

思想。没有四次下姜村之行，也就不可

能诞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

应该说，千发集团建设、发展千岛湖

的思路，就是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理论去实践的。

治理环境需要投入资金，绿水青山

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最初十年

的研发、治理，可以这样讲，千发集团是

亏本的，但无论怎么亏本，他们始终坚定

信念，与淳安县政府密切配合，终于走过

了那段艰辛历程。

让我们看看如今的淳安县，2015年、

2016年连续两年在全省26个县发展实

绩考核中位列二类县第1名；森林蓄积量

全省第一，森林覆盖率接近百分之九

十。给淳安县带来巨大改变的千岛湖，

其水质在全国61个重点监测的湖泊（水

库）中名列前茅，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

范区”等荣誉。

透亮湖水映出发展的路

回忆历史，千发集团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水”上下功夫。因为水是千岛湖

的根本。这个从林过渡到水的企业，一

下子抓住了发展的根本。

仅从地理图表来看，千岛湖在浙江

省淳安县内，但追踪溯源，其实入湖水量

的一半来自上游的安徽省黄山市，所以

单靠浙江方面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是

不可能的，必须认清这是浙、皖两省的共

同任务。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于“全国一

盘棋”。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财政部、环

保部直接出面，会同两省相关企业，经过

数年磋商，共同认可的横向生态补偿方

案在2012年正式启动，成为全国首个跨

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2012 年到

2014年期间，中央补助资金9亿元，浙、

皖两省每年各拿1亿元，共同设立了一个

15亿元的试点资金，专门用于千岛湖地

区的生态补偿，很快形成了一个省、市、

县三级沟通协调机制，共同统筹推进上

下游的综合治理。

千发集团用“水”描绘出了“林”的另

一番美妙意境。那么接下来呢？做完

“水”的文章，千发集团盯上了“鱼”。他

们始终用一种辽阔的气势，凝视着这片

无比辽阔的水域。

千岛湖有一百多种经济鱼类，它是

浙江省淡水鱼的主要生产基地。其中

“淳鱼”知名度最大。知名度不是天上掉

下来的，是用科学理念“打造”出来的。

人们告诉我，千岛湖的“淳鱼”不是

人工饲养的，它们是经过七年时间自然

生长的。

我看着水箱里淡定的鱼儿，真不相

信它竟有如此“高龄”。生长时间漫长，

决定了“淳鱼”的质量——人体所需8种

氨基酸的含量比其他鱼类都要高出很

多。特别是十八年前“淳鱼”获得有机认

证、成为中国第一条有机鱼之后，曾经因

“水”扬名的千岛湖，又因“鱼儿”再次扬

名——千岛湖被权威部门命名为“中国

有机鱼之乡”。

只有去奋斗才能幸福。“淳鱼”不是

自己变成“有机鱼”的，它经历过艰辛的

蜕变路程。

很多年前，因为不注重鱼种的科学

搭配，只注重名贵鱼种的养殖，放养在湖

水中的鲢鳙鱼资源遭到人为减少，所以

水质出现问题。面对困境，千发集团借

鉴国内外湖泊治理经验，提出通过增加

放养鲢鳙鱼来净化水质。为什么？因为

鲢鳙鱼以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饵料，

每生长1公斤就可以消耗近40公斤的蓝

绿藻。而鲢鳙鱼经过7年的自然生长，能

将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转化为鱼体

蛋白质，还能有效提高水体的生物自净

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这就是后来被业内广为传颂的“保水渔

业”。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千岛湖水生生

物的蕴藏量日趋合理，湖水透明度不断

提高，水质当然也就越来越好。“保水渔

业”开创了千岛湖渔业健康发展的新路

子，也获得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

的环境保护科技成果奖。

美丽故事在继续

坐拥闻名天下的“淳鱼”，假如只是

用来吃，那就太简单了，那就没有彻底

“压榨”出来经济效益。只有把名牌“淳

鱼”效益最大化，才不枉这片冰清玉洁的

湖水。

把渔业和旅游紧密联系，这是“千岛

湖文化”的一次有力延伸。

当然，任何一次延伸都不是盲目

的，都是在内在基础和原有力量上的发

展。千岛湖地区具备“旅游和渔业”相

互结合的历史——千岛湖有一支百年

甚至更加悠远历史所形成的专业捕捞

队伍，你只要在捕捞季节变成一只鸟

儿，“飞”到千岛湖上空去看，就会发现

仿佛夜空中繁星一样的渔船，布满在青

山绿水中。

其中“巨网捕鱼”最具观赏性。捕捞

师傅根据鱼儿跳上水面透气的特性，或

根据水面上鱼腥味来判断水中鱼群的数

量，然后下网：第一种是拦网，用来包围

湖中的鱼群。第二种是丝网，用来驱赶

鱼群进入埋伏圈。第三种是巨型张网，

用来集鱼、取鱼。当然，巨网捕鱼过程

中，最为壮观的是拉网环节，渔工们喊着

口号，悠扬的号子响彻无边无际的湖面，

就像有上千人、上万人在空中大合唱。

看过这个场面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说起

来，都会双眼发亮、兴奋异常。

把“劳动场景”变作“文化享受”，单

凭这一点，就能看到千发集团的文化内

涵和不懈追求。他们很快又在巨网捕鱼

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成立了中国第一个

休闲渔业公园“千岛湖钓鱼岛”，把巨网

捕鱼、休闲垂钓、环保放生、古城鱼影等

多项内容进行整合，成为一个集知识性、

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的鱼文化汇集

景点。

而如何把这种文化固定，如何不被

侵犯，他们早就想好了，用法律形式保护

自己的文化。

过去，千岛湖的鲢鳙鱼虽然这好那

好，但是没有商标，随着全国池塘养鱼、

网箱养鱼、稻田养鱼的蓬勃发展，特别

是鳜鱼、鲈鱼、银鱼等名优品种的异军

突起，千岛湖的鲢鳙鱼开始滞销，生产

成本逐年提高，当地渔业企业严重亏

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及时进行品牌

建设。

千发集团注册了“淳”牌商标，它既

代表千岛湖，又代表鱼的品质。从此，千

岛湖的鱼儿有了自己的外衣——“淳

鱼”。2009年4月，“淳”牌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通

过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活鱼类商标。

假如你认为“淳牌”有机鱼只是用来

保护水质、只是简单地用来食用，那就再

一次小觑了不断创新的千发集团，他们

还有绝招呢——他们竟然用千岛湖的鱼

儿，去从事文艺创作。

鱼拓艺术起源于中国，作为一种传

统艺术形态已经存在千年之久。十年

前，千发集团成立了第一家千岛湖鱼拓

社，在收集国内外鱼拓精品的同时，还自

己创作了千余幅，代表中国鱼拓艺术精

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受到各国鱼拓艺

术家的好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千岛

湖锦鳞图》，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

慧，高一米有余、长度三十米之多，上面

不仅有百种鱼类品种，还有诗词百首、印

章百方，这幅作品是目前全球鱼拓作品

中单幅面积最大、图卷最长、鱼类最多的

鸿篇巨作，体现了当今鱼拓艺术的最高

水平。

鱼拓艺术带动了千岛湖“鱼文化”的

发展，也让这片美丽的湖水更加具有了

独特的文化魅力。

有了鱼的艺术，“千发人”觉得“水”

的功能还要继续开发，还要继续在“保护

生态、经济发展”基础上，把水的功能进

一步延伸、扩大。

如今水质良好的千岛湖，成为长三

角地区居民首选水源，国内外水企业也

都对千岛湖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得天

独厚的淳安县，其中水饮料产业已经成

为县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千岛湖旅游开发初期的20世纪

80年代，就有了千岛湖是杭州和上海“后

花园”的旅游萌芽。2004年以后，也就是

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之后，有关方面提出了建设

“长三角后花园”的千岛湖发展思路，要

把千岛湖打造为长三角地区的休闲度假

胜地、养生居住天堂。

对千发集团发展给予充分保障的

上级中林集团，通过20年的发展变化，

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质

量转化的“千岛湖模式”，同时也成功入

选了中央党校“两山”理论教学案例，并

计划在全国复制10个“千岛湖”，力争

带动全国100个湖泊实施绿色发展，形

成围绕森林资源的生态旅游全面布

局。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设想，令人激

情向往的未来。

千岛湖的发展和变化，蕴含着领袖

之情，也蕴含着无数人的奋斗故事。千

岛湖宽广整洁的湖面，也在呈现和荡漾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影像和

动人歌声。

充满无穷魅力的千岛湖，在未来还

会不断诞生美丽故事。

2018欢乐跑中国杭州·千岛湖

石林站将于12月9日在我县石林

镇举行，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和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

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届时将

对我县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

控。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控时间和路段

1.12月 8日18时至9日9时，

白小线石林镇镇政府门前路段禁止

工程车、低速货车、拖拉机、1.25T

（含）以上货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

等车辆通行，过往车辆请绕行其他

道路；

2.12月9日9时至11:30，白小

线石林镇政府门前至大坞隧道除工

作车辆及救护车外禁止一切车辆

（含非机动车）通行。

上述管控路段沿线的各支路

口、通村公路路口、乡村小道路口在

管控时段内禁止一切车辆驶出。解

除交通管控时间听从现场民警、协

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

二、比赛队伍临近时禁止行人

横穿和牲畜在道路上行走。沿途的

群众要服从现场民警、协警和工作

人员的管理和指挥，不得占用道路

观看比赛，不得追赶比赛队伍。沿

线施工路段停止施工。

三、交通管控期间，比赛路段禁

止一切车辆停放。比赛日前一天晚

上在上述范围内的道路上停放的机

动车需在12月 9日8时前驶离现

场。

四、持有组委会颁发通行证的机

动车须严格按照指定的通行线路进

场和散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

的指挥。

因临时交通管控给群众带来生

产和生活上的不便，敬请理解和支

持，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特此通告。

淳安县公安局
二○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2018欢乐跑中国杭州·千岛湖石林站赛事期间
实行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

为深入推进全县星级（放心）农

贸市场的创建活动，深化诚信经营

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农贸市场长

效管理，倡导全县农贸市场文明新

风尚。由淳安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淳安县商务局主办，淳安千岛湖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淳安县千岛湖传

媒中心、淳安县农合联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承办的“淳安县第二届农贸

市场（满意市场、管理标兵、文明经

营户）”评选活动在全县农贸市场中

开展，通过网络评选、专家打分、综

合评定后结果公示如下：

淳安县第二届农贸市场
（“满意市场、管理标兵、文明经营户”）评选结果公示

千岛湖浙旅名庭二楼棋牌

足浴区域对外招租

联系人：章先生

联系电话：18968108358

淳安千岛湖福宝畜禽专业合作社遗失开户行为淳安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王阜信用社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10045491701，声明作
废。 2018年12月5日

遗失声明

千岛湖之情

淳安县千岛湖畅通速递有限公司遗失浙江省通用定额发票900
份，发票代码：133011370926，发票号码：03665501-03665550（50
份）;发票代码：133011470926，发票号码：00875601-00875650（50
份）00906501-00906550（50份）;发票代码：133011670926，发票号
码：06620351-06620400（50份）06724251-06724700（450份）;发票
代码：133011470925，发票号码：00326801-00326850（50份）;发票
代码：133011670925，发票号码：41015401-41015500（100份）;发票
代码：133011370923，发票号码：01854651-01854750（100份）。特
此声明。 2018年12月5日

招租公告

文明经营户（20名）

洪小来 胡根娇 余荣华 余维星 周建民 方荷爱 徐苏英

余红华 唐建强 余小亮 王文满 徐丽华 汤国建 姜英杰

吕新和 吕英文 罗凤兰 余富明 郑纯开 毛武星

管理标兵（10名）

黄秋莲 钱谷万 郑凤娟 汪炳记 叶理怀 王淑珠 黄夏琴

胡华红 余世益 徐新文

满意市场（3家）

西园菜市场 淳安县威坪农贸综合市场 淳安县临岐农贸市场

如有异议，请联系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571）64812180。

淳安县满意市场评选小组办公室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