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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春节喜迎八方客
2 月 6 日，春节“黄金周”迎来
第 三 天 ，全 县 节 日 气 氛 推 向 高
潮。记者从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获悉，
春节黄金周前三日，全
县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17 万
余人次。湖光山色间，田园乡舍
里，到处人头攒动，
游客们在饱览
千岛湖美景的同时，也度过了难
忘的春节。
2 月 4 日（除夕），外地游客纷
纷专程赶来千岛湖，只为吃上一
顿不一样的年夜饭，千岛湖鱼味
馆、农家乐、民宿等迎来
“年夜饭”
的客潮，
据统计，
除夕一天全县各
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近 4 万人

次，同比去年增长约 30%。2 月 5
日（大年初一），
客流量持续增长，
全景点共接待游客超过 5 万人次，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千岛湖赏
美景，
尝美食，开启了己亥新年的
第一天生活。2 月 6 日（大年初
二），全县的旅游持续升温，来自
江浙沪、安徽、福建等地的游客蜂
拥而至，在千岛湖旅游码头、东南
湖区等景区，以及姜家镇文渊狮
城、枫树岭镇下姜村等乡村景点，
到处可见外地牌照的车辆，此外
还有不少游客搭乘高铁来千岛湖
观光旅游。据统计，当天全县接
待游客达 8.16 万人次，取得旅游
经济收入突破 1 亿元，
比去年同期
分别上升 8.4%和 8.92%，各景区

景点接待也都安全有序。
据了解，今年全县各地围绕
春节主题举办数百场各类传统民
俗节庆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纷
纷前来。如中洲镇札溪村的祭祀
九相公，威坪镇汪川村的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罗神竹舞”，
金峰乡安上村接石矶娘娘回山等
传统活动，唱睦剧、舞龙灯、耍狮
子、跳竹马等特色表演吸引了众
多游客走进淳安乡村，体验民俗
文化，感受乡村浓厚的春节氛围。
“放眼望去，
绿水青山环环相
扣，湖的尽头是青山，山的脚下便
是秀水，真的不虚此行，今年我们
全家特地来淳安乡村过个春节，
这里风景好，农村的年味也很浓

我县统战工作再谱新篇
记者 汪苏洁
·· ···

﹃村晚﹄精彩不断
欢乐福满新春

记者在不久前召开的县党外
代表人士情况通报会上了解到，
2018 年我县统战部牢牢把握团
结联合工作主题，统战工作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
据悉，为做好统战工作，我县
着力完善大统战格局，县委领导

班子带头履行统战工作“三个带
头”、
“ 四个纳入”，更将统战工作
纳入县对乡镇、部门的大党建考
核，进一步健全乡镇统战工作领
导小组，确保基层统战工作有领
导、有组织、有制度。同时致力做
好基层统战工作，乡镇统战事务
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创新设立
党外代表人士“同心行活动日”，

定于每月 18 日常态化开展活动，
增进政治共识，组织 22 家商会企
业参加 2018 淳安就业创业交流
大会，为求职人员提供了 91 个岗
位、500 余个就业机会。此外，还
努力提升合作共事水平，引导党
外代表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全年
共征集党外代表人士所提的人大
议案、政协提案和民生事实项目

厚，能感受到小时候的那种气氛，
全家人玩得都十分开心。
”来自上
海的郑先生和家人早早就自驾来
到宋村乡“鱼儿的家”精品民宿，
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让一
家人到千岛湖追寻乡间田园的浓
浓年味更为便捷。
“今年春节黄金周前三天，我
县的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10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逾1500万元，
游客数量和收入同比增长十分明
显。”
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我县全域旅游
的持续推进，
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得
到深入挖掘和传承，
乡村游的火热
将进一步带动农村百姓致富增收，
推动我县乡村振兴发展。

建议等 100 余项，并以商会为主
体，组织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积极
参与消薄增收等县委六大攻坚
战，搭建乡贤人士关注家乡、支持
家乡、参与家乡建设发展的平台。
下一步，县委统战部将以夯
实统战工作基础为基本点，以创
新乡贤统战工作为重点，以服务
县委中心工作为着力点，全面构
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加快推
动“两山”高水平转化，奋力谱写
康美千岛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
献统战力量。

记者 汪苏洁
·· ···
春节期间，群众出行和聚会
集会活动增多，人流物流车流密
集，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2
月 6 日，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
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交通安
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
要深刻认识当前交
通安全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切实增
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采取更加有力
的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当前交通安
全工作。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狠抓
交通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
立即
在全县范围特别是农村，
开展禁酒
驾专项整治行动。要加强干部作
风建设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党员干
部涉酒驾驶等违纪行为，加强客
车、公交车等重点车辆和重点路
段、
重点水域的隐患排查和监管。

晚”
成了迎新辞旧的主题曲。
“今年是横路村第一次举办
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精彩纷呈，
全村人都可以欢聚在文化礼堂，
团团圆圆过一个吉祥年。”王阜

乡横路村村委会主任叶稳朝介
绍，大年初一王阜乡横路村关爱
老人爱心协会成员们便专程送
福上门，给全村的老人们送上新
春祝福，同时还全程接送行动不
便的老人到村文化礼堂观看“村
晚”，让老人们感受更多社会的关
怀。
从年三十晚上到初四，临岐
镇 17 个 村 25 场“ 村 晚 ”精 彩 不
断，村民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载
歌载舞共贺新春。威坪镇的唐
村、汪川、叶家等 18 个村举办了
“村晚”，还有外国友人加入助阵
乡土村晚的演出。汾口镇龙山街
村、天林庄村、射墩村等文化礼堂
里热闹非凡，歌声笑声延绵不断，
一场场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
乡村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嗨爆全
场……新年的年味从这里开始，
乡村的文化礼堂成了除夕夜名副

摸清家底责任大
经济普查靠大家

◎2 月 4 日，副县长余红英参加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赛艇、皮
划艇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并为基地揭牌。
（记者 杨奇）

百姓
“线上”咨询
干部
“线下”跑腿

解答政策和获取民意的载体。
“加入微信群后，只要在群里
咨询办理事项，马上就有‘热心
人’帮忙解答，准备好相关材料，
然后委托村级代办员办理就好
了，真的方便了好多。”凤凰庙村
的刘三姣刚拿到代办的老年证很
是感慨，各村的代办交流之家让
他们这些常年在外务工的人也能
“零跑腿”办事，实在是太暖心了。
凤凰庙村村支书方本章介
绍，每天通过微信群来咨询的大
小事不下 20 件，哪家要批房建
房，哪家要办老年证，谁要办医
保、低保……各村的干部对村里
的大小事了如指掌。
如今，枫树岭镇把微信群作
为“线上”联系群众的问询台，把
民生服务窗口和代办服务点作为
“线下”服务群众的办事点，实现
了百姓“线上”免费咨询下单，干
部“线下”接单跑腿服务，为群众
提供了最多跑一次暖心的
“家”服
务。

高铁千岛湖站：志愿服务暖人心
“帮助乘客买票汇、搀扶高龄乘客上台阶、指导乘客进站……”一幕幕
感人的场景出现在高铁千岛湖站。在春运期间，高铁千岛湖站志愿者积极
服务旅客，
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春运氛围。
记者 王建才 摄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淳安县人民政府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淳安县统计局
地址：
千岛湖镇青溪大道 297 号

其实的
“彩蛋”
。
“今年是我们村第 3 届村晚
了，节目一如既往的精彩，这成了
我们村每年不约而同的期待，村
里人聚在一起看表演，还是演我
们村民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看
过
‘最好’的村晚。”
汾口镇龙山街
村的徐先生之前每年除夕都会约
几个朋友打牌，近两年不知不觉
看
“村晚”成了他度过除夕的一种
新方式。
如今，春节在文化礼堂看一
场热热闹闹的草根“村晚”，已逐
渐成为我县农村老百姓欢度春节
的
“新年俗”。今年春节前已有数
百场
“我们的村晚”在我县各地农
村文化礼堂上演，自导自演的欢
乐春晚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推动了乡村文化振
兴发展，也逐渐成为团圆过年迎
新春的新风尚。

通知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
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和能力，加大对群众安全知识
的教育力度，组织村“两委”干部
上门走访农户，加强对群众安全
意识的宣传教育，指导各中小学、
幼儿园对全县未成年人及家长进
行安全教育引导，同时立即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巡查，对横穿公路
和在公路上嬉戏、低头玩手机等
现象进行文明劝导。
通知要求，要严格值班值守
制度，强化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
制定完善各类事故应急预案和保
障机制，健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
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带
班、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和信息
报告制度。要从严从实加强交通
安全管理，确保春节期间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政务要览

“本章，问一下老年证丢了到
哪去补办？”
“ 你在外地就不要赶
回来办了，我可以帮忙代办，你只
需要提供材料给我，过年回来再
去镇上便民服务中心领取，或者
来我这里领取。
”类似的对话时常
出现在“凤凰庙村村民代办交流
之家”的微信群中。
原来，为进一步提升便民服
务水平和办事效率，枫树岭镇便
民服务中心针对春节期间返乡人
员咨询政策和办理业务相对集中
的情况，组织各村村干部在村民
自建微信群的基础上组建了全镇
各村“代办交流之家”，还在便民
大厅的醒目位置设置了微信群二
维码，方便各村村民扫码加入自
己的“家”。截至目前，仅凤凰庙
村的代办交流之家就已有 100 多
位村民加入，并且每天还在陆续
增加，微信群既成了大家话家常
联络感情的平台，也是党员干部

本报记者、通讯员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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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
交通安全工作

记者 唐家凯 通讯员 徐翔
·· ··· ··· ··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记忆里，除夕的爆
竹声是打开新年大门的钥匙，如
今的新春佳节，载歌载舞的“村

星期五 2019 年 2 月
农历己亥年正月初四

县委办县政府办下发紧急通知

湖光山色间 田园乡舍里

记者 唐家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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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猪旺财福传万家”！在这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恭祝全
县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理财收益一年期6%，贷款产品月息低至千分之七起！咨
询电话：64810288.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南路16号。 融资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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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