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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生态文化协会、省林业局

公布第八批（2018年）“浙江省生态文化

基地”名单，中洲镇厦山村榜上有名。截

至目前，我县共有3家单位获此殊荣。

中洲镇厦山村由泰厦、茶山两个

行政村合并而成，全村216户806人，

有百年以上的古建筑5座，2014年市

县共同出资在村内投资兴建了“中国

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村庄坐落在浙皖交界处，西与歙县狮

石乡交界，北与休宁县白际乡交界，素

有“鸡鸣两省三县”之称。

几十年来，该村始终坚持“以林为

主、以绿促红、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

营方针，始终奉行“以绿为美、护绿为荣”

的生态理念，通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封山

育林和综合保护，现有森林面积1.52万

亩，生态公益林面积1.02万亩，活立木蓄

积量6.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94%，

2017年实现人均年收入14914元。

厦山村是一个生态文化浓厚的小

山村。通过坚持不懈保护森林资源、

发展绿色产业、弘扬生态文化，先后获

得“杭州市生态文明村”“杭州市美丽

乡村精品村”、“浙江省历史文化古村

落”“杭州市历史文化古村落”“国家三

A级景区”等荣誉称号。该村的茶山

森林古道，先后被评为“浙江最美森林

古道”“浙江十大人文古道”“杭州最美

森林古道”。如今的厦山村，生态环境

优美，生态资源丰富，生态文化底蕴深

厚，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据了解，“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

每年遴选一次。经各市林业局初评推

荐，省生态文化协会和省林业局组织

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答辩评审和实地

抽查，2018年全省共选出65家“浙江

省生态文化基地”。

厦山村入列“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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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运将于 1 月 21

日拉开大幕，为此配备的交通

安全工作应急分队日前组建完

成。应急分队由交警、气象、消

防、长运、县一医院、运管、公路

段、安达汽修等单位联合组成，

实行联动作战，快速反应。

应急分队将严格按照要

求，快速有效处置重大突发事

件，尽最大可能保障全县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减少人民群众

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对超载

被卸载的旅客，根据不同情况

及时做好旅客的安全疏导、转

运工作。发生道路交通突发事

件和交通堵塞情况，必须立即

赶赴现场，积极做好抢救伤员

和施救工作。

此外还将根据天气变化情

况，及时做好防冻、防滑等人力

和物资的准备工作。

春运交通安全应急分队“成军”待命

连日来的阴雨寒冬天气，阻挡不住这么一群心中有责、坚守岗位的“快递小哥”。1月9日下午，千岛湖不
仅刮起了寒风，还时不时的下着小雨。记者在一小区门口看到园通快递小哥仍在派件，正在不停地打电话通
知收件人下楼取件。“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年货先回家也成了在外务工人员的首选，现在我们每人每天要派送
200多件”。快递员小汪告诉记者。 记者 王建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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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县整个行政区域划

为省级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

的严峻形势，县林业局始终把生

态安全当作工作的重中之重，充

分发挥全县7个基层木材检查

站和4个临检点的作用，内查外

拒，认真履行好第一道屏障的职

责，杜绝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入

境，防患于未然。

松材线虫病是一种毁灭性

的国际检疫性病害，被称为松树

的“癌症”，松树一旦染病，40天

左右即可死亡。成片的松林发

生病害，3至5年便可毁灭。我

县拥有纯松林130万亩。在千

岛湖城区、湖区分布着大量的松

木纯林，一旦发生松材线虫病，

必将给整个千岛湖带来生态灾

难，给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

可估量的损失和影响。林业部

门对此严管死守，对于将松科植

物及其制品调入淳安县境内的

违规行为，每起案件从发现立案

查处到处罚销毁结案都责任到

人，基层站负责人对每起案件都

要监管到位，做好台帐。 每月

都采取不定期巡查方式，对涉木

市场企业等全方位排查，不留死

角；对入境容易携带外来松木的

货运运输车辆全天候检查，争取

查到位再放行，不存侥幸心理。

去年，全县共处罚外来松木

案件100多起，销毁外来松木

150多立方米。淳安至今保持

着浙江省未发生松材线虫病的

少数县之一。松材线虫防控工

作一直走在杭州地区前列。

林业局严密布阵杜绝
松树“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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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临近，连日来，千岛湖旅游集团园林

工作人员，迎寒冒雨，对秀水街、岛屿景点、公园绿地

中的乔灌木、草坪、地被植物等进行冬季培管，使冬

天的草坪也充满了绿意，以新的面貌迎接新春的到

来。

园丁节前含苦辛
只为美景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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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临岐镇的童某开着自己的二轮电动车来

到交警三中队，称要办理车辆年检手续。值班人员

热情地接待了他。

民警在为童某办理手续时，隐约闻到了酒味，再

三确认后认定是童某讲话时嘴中散发出的酒气。童

某有酒驾嫌疑，民警便对其进行酒精测试。测试结

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46mg/100ml，属

于酒后驾驶，在事实面前童某红了脸。

原来，童某家住临岐镇街上，由于离交警队比较

近，一心想着车子年检的他，竟然忘记了自己喝了

酒，一路骑车来到交警队，没想到却被交警逮了个现

行。

酒后驾车去年检
被逮现行红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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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批特殊的来客专程走进大墅，大家走访

了房东，参观大墅的学校、派出所、农商银行等，感受

集镇新貌。

半个世纪前，杭州市开元中学的三十余名学生

以“知青”的身份来到大墅，投身农村这片广阔的天

地。这次故地重游，大家同声赞叹：第二故乡的变化

太大了，可谓是翻天覆地。

半世纪前当知青
故地重游感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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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私家车辆快速增长，小区停车难题日

显突出。在淳安县安信物业公司的精心管理下，千

岛湖镇美都·千岛碧云天小区却始终车辆停泊有序，

人员进出自如。

据了解，千岛碧云天小区是我县最早投入使用

的21层高楼，共有5幢高楼、377住户。由于室外使

用面积不“富裕”，致使停车难问题在所难免。自

2004年，安信物业公司接管该小区后，想法设法，力

求解决居民停车难题，几乎每年都要投入人力、资

金，大力改造老旧小区，绿化住处环境，科学合理设

定停车泊位。据统计，改造后小区地下三层停车泊

位已达177个，室外停车泊位有46个。同时小区保

安跟踪服务、安全停靠，基本解决小区停车难。

另外，小区保安实行24小时值班巡查，24小时

保洁，精心管理、细致服务，为小区住户营造良好的

安全住处环境。这些年来，他们扶老携幼、帮助住户

修理水管、买米送货、陪同老人看病就医等好人好事

不断涌现，广受业主好评。

安信物业促和谐
小区停车不纠结

16、县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3日报道：2

月1日，县四套班子领导黄海峰、董毓民、余永

青、刘小松、董文吉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农村

烈军属、特困户、“三老一特”党员，为他们在寒

冬之中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并致以新

春的问候和祝福。

17、首届“我们的村晚”精彩上演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3日报道：2

月1日晚，大墅镇大墅村文化礼堂内欢声笑语，

气氛火热。由中共淳安县委宣传部、淳安县文

明办主办，淳安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淳安县

千岛湖传媒中心、淳安县广播电视台、大墅镇人

民政府承办的淳安首届“文化礼堂我的家——

我们的村晚”在这里精彩上演。县领导董文吉、

徐恒辉、徐月焕、商松懋、余红英、何建法出席活

动并观看演出。

18、丰家山LNG气化综合站开建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7日报道：昨

日上午，丰家山LNG气化综合站开工仪式举

行。丰家山LNG（液化天然气）气化综合站为

淳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在淳安县境内投资建造

的第一座大型标准应急气源站。该站位于青溪

新城鼓山区域，为城市应急储备气源。主要功

能为LNG接受、储存、气化、调配和充装。

19、千岛湖水基金启动仪式在杭举行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8日报道：2

月6日，千岛湖水基金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

县委书记黄海峰出席并致辞。据悉，千岛湖水

基金是全国首个由社会发起的针对重要水源地

保护的创新项目，以金融平台工具整合公益与

商业资源，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

治的生态保护模式。

20、千岛湖品牌农产品馆正式启用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9日报道：2

月7日下午，2018年淳安县百源经济发展暨千

岛湖品牌农产品馆正式启用新闻发布会召开。

为促进千岛湖农产品销售及品牌宣传，县农办

联合县旅委、邮政局，通过整合政府、旅游和邮

政三方资源，创新建起了“千岛湖品牌农产品

馆”线上线下销售推介平台。

21、300余名游客齐聚下姜过春节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19日报道：做

米粿，吃年猪肉，跳竹马，舞龙……2月16日，大

年初一，300多名游客涌入枫树岭镇下姜村过春

节。下姜村目前有23家民宿、农家乐，具备较完

整的旅游产业体系，拥有会务旅游类、商务旅游

类、休闲放松类、运动健身类、演艺表演类、文化

体验类、康体疗养类、游戏休闲类等旅游项目。

22、春节期间我县森林消防零火情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23日报道：今

年春节期间，我县森林消防实现了零报警、零火

情，为历年最好。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县共设

森林消防检查点1634处，参与文明劝导值班值

守人员24000余人，张贴发放《禁火令》、《告村

民书》14万份，查处野外用火行政案件3起，行

政罚款3000元。

23、春节假期接待游客40.79万人次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23日报道：春

节期间，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游客游兴不减。

据旅游部门统计，春节黄金周，我县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40.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收入5.06亿

元。“红色中洲”黄金周接待游客2.31万人次，旅

游收入253万元。全县31家精品民宿入住率达

70%，其中西坡、仟陌间、鱼儿的家等高端民宿

入住率达95%以上。

24、春节黄金周输送旅客17.2万人次
据《今日千岛湖》2018年2月24日报道：今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除夕至初六），全县共安全

输送旅客17.2万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9.88%，未发生车船安全责任事故和客货滞留、

无序竞争和重大投诉事件，全县春运呈现平稳

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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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节气开启了一年中最

寒冷的日子，然而1月8日，在大

墅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却涌动

着一股“暖流”。“共筑梦想 共享

康美”情暖2019关爱行动暨“筑

梦淳星”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这里

开启。由共青团淳安县委员会、

淳安县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淳安

青少年活动中心、苑苑集团、龙

摄影淳安公司承办的这项活动，

在淳安大地吹起一股和煦的“春

风”。

仪式上，困难家庭代表和困

难学生分别领取了助学金、蚕丝

被、书包等，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老师们还为大墅镇中心小学的

学生们带去了书法、绘画、航模

制作、拉丁舞、轻黏土制作、VR

体验等课程活动，参加活动的爱

心企业更是实地走访困难家庭，

为他们送上温暖与关爱。

据了解，“筑梦淳星”助学活

动资助的600名困境青少年，是

从全县23个乡镇团委经过前期

实地走访、摸底排查后登记备案

的困境青少年里筛选出来的。

助学金发放仪式结束后，作为此

次关爱行动一部分的“光影公

益”活动以走访、慰问、陪聊、拍

照等形式，听1000个中老年人

家庭述说属于他们的故事，记录

属于他们的瞬间，制作属于他们

的记忆；此外还有“爱在千岛 爱

的祝福”活动，全县每个村都有

3名青年可以通过报名预约拍

摄婚纱照的方式，获得补贴。这

两项活动将持续一年。

团旗下“双共”关爱行动春来早

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