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

王朝峰
···

12月 5日，逾百位媒体大

咖齐聚温州瑞安，参加第五届中

国报业新媒体大会暨“美丽中国

行”百媒看瑞安大型采风活动，

领略瑞安的乡村之美、文化之

美、产业之美。

千年古县，天瑞地安。采风

团一行参观了曹村田园综合体、

曹村东岙文化礼堂、东源木活字

印刷展示馆、忠义街、华峰集团

等，他们边走边看、边记边拍。

来自中宣部、中国报业协会，及

中央、省、市级媒体的逾百位嘉

宾，大部分人都是初来瑞安，他

们以媒体人的审视眼光，打量这

座人文古城在当下焕发的生机。

徜徉在曹村垟心岛的花海

中，尽管下着细雨，有嘉宾称“更

添了几分烟雨朦胧之美”。曹村

镇是瑞安四大文化古镇之一，秉

承“耕可致富、读可荣身，耕读并

进力兴邦”的经世致用理念，从

南宋起出过82位曹氏进士。垟

心岛位于曹村天井垟万亩良田

的中心，100余亩，其中的稻田

花海让人陶醉。

在东岙文化礼堂，江南庭

院风格的中心礼堂里，村民正

观看越剧《珍珠塔》，台下人头

攒动。隔壁的房间里，来自东

山小学的数十名学生正剪纸制

作花灯。这是曹村作为研学旅

行基地，孩子们来农村体验传

统文化。另一边，则是一间3D

影院，村民闲暇时可免费来此

观看。有嘉宾感慨：“这是乡村

振兴的极好例子，村民的幸福

指数比城里人还高。”

平阳坑的东源木活字印刷

展示馆，则让众人的思绪穿越到

800年前。作为世界“急需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源活字印

刷术已传承24代，捡字、研墨、

分谱等工艺流程至今沿用。不

少媒体人在“抖音”上连发视频，

称赞瑞安乡村之美，并拍了几段

活字印刷制作工序，向网友发

问：“猜猜他们在干嘛？”

忠义街的每一处古建筑都

散发着穿越历史而来的厚重气

息。国家级文保单位、浙江四大

藏书楼之一的玉海楼，我国最早

一所新式的中医学堂——利济

医学堂，展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忠义鼓词馆……青砖黛瓦

的古街，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文化

况味。作为城市文脉、历史记

忆、文保单位的集聚地，采风团

行走在忠义街，仿佛穿越了一条

贯通千年的时空隧道。嘉宾们

对瑞安在保护提升历史文化街

区上所做的努力，给予由衷肯

定，他们认为有文化的地方，必

是有底蕴和活力的。

华峰集团在民营企业中并

不陌生，但近距离接触，嘉宾们

仍是能感受“产城融合”下催生

的高效益经济动能。创办于

1991年的华峰集团为“中国企

业500强”之一，是中国聚氨酯

制品最大产销企业，总资产近

400亿元。在新开发的滨海高

新产业园，瑞安将无人问津的闲

置滩涂打造成炙手可热的开发

热土，占地532亩的华峰新材料

产业园就建在这里。不少参观

者说：“每次来都有新的感受，城

市愈发美丽，产业蓬勃发展，人

文历史浓厚。”

产带城、城兴人、人促产的

“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正指引

瑞安沿着“八八战略”方向，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智慧智

造、互联互动、宜居宜游、创新创

优、民富民享的至美瑞安。

图片来源:瑞安宣传部

“三美”瑞安惹人醉
百位媒体大咖齐聚瑞安交流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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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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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门诊时间一览表
（12月8日—12月11日）

名医（专家）送下乡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姓名
周利民
朱太平
章期生
王建军
姜仙姣
刘玉平
姚红斌
蒋 臻
邵 磊
黄健戈
汪 强
陈春华
邵晓莉
王冬英
徐东燕
黄健戈
汪 强
孙国栋
王新华
王学军
陈旭萍
汪小生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MDT） --按需开放
范丽英
王建军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李涯松*
郑德明
罗晓明*
徐东燕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专业
消化内科
呼吸内科
感染科

肿瘤外科
妇产科
口腔科

耳鼻喉科
骨科
儿科

中医科
中医保健
心内科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

儿科
中医科

中医保健
心内科
骨科

胃肠外科
妇产科
感染科

产 科
肿瘤外科

风湿免疫科
感染专科、肝病专科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职称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中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高危孕产妇MDT
肿瘤综合治疗MDT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星期一下午
星期二下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日上午
周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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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储珊
··

11月 25日，第三届博鳌国

际旅游传播论坛，在海南省琼海

市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举行。国

际旅游传播大奖——博鳌旅游奖

于当日揭晓，并在论坛上举行了

盛大的颁奖典礼。

会上传来好消息！千岛湖荣

获2018年度博鳌旅游奖年度全域

旅游品牌传播奖，成为全省唯一。

据悉，博鳌旅游奖旨在以传播的力

量促动全球旅游界发展，获得博鳌

旅游奖，标志着作品被旅游学界共

同认可，同时能给全球旅游从业者

思维启发，并作为行业标杆值得在

全球范围内推广。

记者了解到，该奖由中国传

媒大学、全球旅游传播创意联盟

共同发起创立，旨在从品牌、营

销、传播三位一体的角度综合衡

量评选旅游传播成果与效果，表

彰所有推动旅游品牌成功的优秀

案例，获奖作品值得国内外旅游

文化部门借鉴。

近年来，我县不断强化立体

式、全维度全域旅游品牌营销，联

合腾讯QQ、微信、爱奇艺、凤凰

网等平台策划了励志骑行、环湖

自驾、跨国CP、霸王嗨游等一系

列体验活动，实现了从线上到线

下、国内到国外、大屏到小屏移动

场景的营销全覆盖，提高了千岛

湖的知名度、美誉度。

全省唯一！
千岛湖荣获2018年度博鳌旅游奖年度全域
旅游品牌传播奖

记者
··

储珊
··

在今年长假已经全部用完的

现状下，无论是国内还是境外，旅

游价格随着客流减少而应声“跳

水”。各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酒

店等资源的紧张情况得到缓解，

旅游产品价格出现“大跳水”，遍

地的“白菜价”正是错峰出行性的

好时机。

“三亚1426元/人起”、“厦门

628/人起”、“日本大阪+京都5

日4晚跟团游，秒杀价6217元”、

“新加坡+民丹岛6天5夜纯玩A

线特价2899，一价全含”……打

开“携程”、“穷游”、“去哪儿”等旅

游网站，首页跳出的推送是“清一

色”的特价款。

比价后，记者发现，境内跟团

游、自由行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20%至30%不等，境外旅游产品

降价区间在 10%至 30%之间。

加上网上的大规模淡季促销，热

门线路特别是适合蜜月的海岛游

价格近乎腰斩。

“现在出去玩的老年人较多，

团客比散客也多。”记者了解到，

面对诱人的“后黄金周”，不少年

假族、银发族闻风而动选择在开

启“上山”、“下海”错峰游模式。

例如，从成都入藏深度游，打卡网

红景点，携程网上可以查询到，一

条拉萨与羊卓雍措5日线路人均

仅需4781元，十分合算。

已经预定了前往泰国度蜜月

的吴先生表示，看到如此心动的

价格，决定和妻子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出去好好浪一浪。“现

在出去旅游的话，航班和酒店有

更多选择的余地，去景点也不用

担心人挤人。”

据旅行社介绍，目前长线旅

游，北京，海南，厦门等是热点城

市；杭州，乌镇，苏州，齐云山等是

短线游热门目的地。另一方面，

由于天气适宜，东南亚地区成为

出境游首选。不过，旅游从业人

员提醒：“进入12月，以及接近元

旦的时候，东南亚温暖游及海岛

游的价格又会上涨。”因此建议有

出行打算的市民及时做好准备和

攻略，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

旅游进入“后黄金周”
酒店机票“白菜价”

环湖有约

作者
··

游子
··

记者
··

储珊
··

整理
··

初冬时节，想带着家人一起

出去走走。一商议，大家都说要

不去爬山，最后决定去千岛湖国

家登山游步道。出发前一晚查了

一些资料，据说项目总投资1000

万元，主干线全长约6.5公里，支

路长约15.5公里。海拔最高处

280米，最低处140米，看到这些

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经过路线规划，下午3点钟

出发，一行5人从林业大厦停车

场入口出发，一致决定走完全

程。出发时有一小段上坡，大概

5分钟的路程，走过这一段基本

就是平坦的游步道，开发者很有

心的铺上了防滑枕木。虽然已经

初冬，但两边的树木依然苍翠葱

郁。

一直向上走，沿途经过长运

新村、龙门隧道、妇保院、千岛花

园、茶苑小区，每个地方都有随时

可以上下的出口，也时不时的会遇

上很多从这些入口上来的人。于

是这条游步道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到达茶园小区出口处，休息

片刻，一路走来虽然天气没有太

好，但身上开始出汗了。这时候，

可能会有蛋糕叔叔带了很好吃的

蛋糕跟你分享，还有可能是一位

爱好跑马拉松的姐姐来给你讲解

膝盖保养的秘诀……

稍作休息后继续出发，再走

一段路看见一个茅草亭，在亭内

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原来觉得

密密麻麻的房子也化成了一片片

的小点。有非常了解千岛湖的小

伙伴介绍说，这些红色的小点从

右到左分别是千岛花园、清波花

园、碧水花园，远处是金色阳光小

区。

之后又途经清波花园、碧水

花园、金色阳光、阳光水岸、秀水

舫，依然是每个点都有上下出口，

住在这些小区的人可以随时来遛

弯，实在是幸福。

最后到达天屿山，天屿步道

被重新建设过了，看起来比原来

更高大上，宽阔的观景台，千岛湖

的景色一览无余。

刚要下山，赶上夕阳无限好，

看着太阳一点点西沉，心里也渐

渐安宁。一边看着日落，一边喝

着千岛湖啤酒，品尝各种美食，简

直是惬意人生。

从林业大厦出发到天屿山

顶，全程大概2小时左右，并且完

全不用赶时间，可以慢慢停下来

拍照。全程走下来完全不觉得

累，可以说非常适合老人小孩和

初级登山者啦！

去登山步道寻找冬日里的小确幸

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做好污染源普查 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
淳安县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