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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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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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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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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至12日，梓桐镇迎来“千

名大学生进梓桐”的第一批客人——

中国计量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48名

学生，正式开启了高校学生写生基地

模式。

古韵民居、老树小桥、农家庭院

……随处可见写生创作学生的身影。

有的在小溪边用手中的画笔勾勒村中

的古桥古樟，有的在繁茂的竹林边绘

画着翠竹嫩笋，有的则用水彩画完美

呈现梓桐的独特韵味。

“这里不仅有优美的山水田野风

光，历史人文味也非常浓郁，非常有利

于写生创作活动。”面对眼前的风光，

第一次来梓桐写生的朱子凡不断感

慨。他指着手中完成一半的作品说，

古桥上斑驳的风雨痕迹与一旁的古樟

树形成了一副完美画卷，这是自己要

完成的创作作品之一。

近年来，梓桐镇围绕做大书画品

牌这条主线，从书画、文创、摄影等领

域入手，按照“造书画之景，为书画所

用”的思路，重点打造西湖渔歌、杜井

古韵、黄村古建筑、牡丹书画院等一批

乡村特色写生景点。同时，还结合美

丽乡村和全域景区化建设，将书法、绘

画等以牌匾、墙绘、小品的方式融入集

镇改造，努力把梓桐打造成一座集书

画创作、展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书

画小镇。

“通过对接高校开展千名大学生

进梓桐写生创作活动，一方面是为了

聚人气聚财气，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

实现书画润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梓桐镇负责人表示，下步在做好本镇

书画文章的基础上，还将积极争取与

周边乡镇合作，扩大书画写生基地的

范围，进一步丰富书画主题游线路和

内容，使书画文创真正成为推动梓桐

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据悉，去年，梓桐镇与浙江工业大

学、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

州师范大学等高校达成合作协议，成

为这四所高校的共同写生实践基地，

并将每年定期举办“千名大学生进梓

桐”主题书画写生活动。

千名学生进梓桐笔绘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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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专题辅导，“线连

线”沟通讲解,“面对面“倾听协调

……连日来，县税务局上下联动，

“点线面”结合，共推普惠性减税

降费落地生根，不断减轻纳税人

负担，持续增强企业活力。

“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今

年12月31日前，可转登记为小

规模纳税人。”每到一处，县税务

局组建的专业团队都认真细致讲

解小微企业增值税减税新政、小

微普惠性减免所得税优惠、增值

税发票开具规定及非税收入减税

降费政策、减税降费后申报表填

写等，帮助小规模纳税人学通、弄

懂政策口径和适用标准。

据悉，截止目前，县税务局已

开展专题培训班13场次，惠及纳

税人2000余户。同时，线上线上

多维度税宣，线上借助微博、微

信、微课堂等载体开展减税降费

宣传，线下开展“专家讲师团”进

园区、进校园、进社区等公益活

动，充分发挥了正向宣传引导作

用。

很多人接到退税电话，第一

反应是以为遭遇了诈骗。为了

把因代开发票产生的多缴税款

不择不扣退还到纳税人手中，县

税务局专门开展了为期两天的

专项工作，通过责任到人的原则

逐户沟通交流，耐心讲解减税降

费新政，详细描述代开详情，多

渠道提供核实渠道，逐步化解纳

税人疑虑，取得纳税人退税银行

及账号相关信息，为退税工作搭

建基石。

为了及时化解企业的税费难

点、堵点和痛点，县税务局开展税

企座谈，认真倾听纳税人呼声，便

充分利用会计中介辅导会、税法

进商会等契机，收集纳税人最关

心、最上心、最忧心的问题，由专

家团队细细分析，逐项化解。同

时，妥善记录纳税人关于减税降

费政策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上

级部门，以解决在享受优惠政策

时遇到的执行口径、系统操作等

实际问题。

县税务局

减税降费便民举措心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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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记者来到浙江贝欧复合材料制造有

限公司，只见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人们在自己的岗位

上有序地忙碌着。据了解，去年下半年，公司通过技

术改新开始生产贝欧碳纤维钓鱼台，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今年一季度销售产值达600万元，实现了第一

季度“开门红”，目前订单排到第三季度。

贝欧技改有力度
订单排到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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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左口乡千岛湖奎星桥百果园5名工作人

员，采用省农科院杨梅专家提供的蔬花剂，对160亩

杨梅基地进行蔬花作业，以保证今年杨梅的质量。

百果园里蔬杨梅
成熟季节享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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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汾口镇遭遇强对流天气，一时间狂风暴

雨，将道路两侧的树木连根刮倒，广告牌吹落，县城

管局汾口中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及时排除路面障

碍及安全隐患，确保百姓正常出行。

狂风暴雨突袭击
汾口中队除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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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千岛湖镇第六小学第四届读书节暨

艺术周正式开幕，活动以“书籍浸润心灵 艺术点亮

人生”为主题。诗歌朗诵、文艺表演、长幅绘画......节

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进一步营造书香校园的艺术

文化氛围，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高素质发展。

花红柳绿春满园
翰墨书香满校园

4月11日，“画颂山河”潘景友捐赠
作品展，在千岛湖艺术馆巡展。本次巡
展作品是潘景友家人捐赠浙江美术馆
的31件作品。潘景友自幼酷爱绘画，
数十年坚持中国画的创作，他的作品题
材广泛，构图新颖，笔墨严谨，作品粗犷
中见细腻、磅礴中显清新的独特意蕴，
给广大千岛湖艺术爱好者带来了视觉
艺术大餐。

记者 杨波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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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鼠类繁殖和鼠传疾病

传播的高峰期，也是灭鼠最佳时

期，为进一步降低全乡鼠疫危

害。近日，富文乡积极行动，通过

宣教结合，做好春季灭鼠工作。

在灭鼠过程中，消杀工作人

员在老鼠经常出没的洞口、下水

道、绿化带、垃圾箱等处投放老鼠

药，同时开展除四害的宣传工作，

提高农户对四害传播疾病危害的

认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据了解，该乡通过统一除四

害行动，积极开展知识宣传、送药

下村、指导入户等工作，同时消杀

公司对集镇、乡属企事业单位进

行集中消杀，有效降低了鼠密度，

预防了流行性疾病，打造了安全

舒适的人居环境。

富文乡开展春季灭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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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千岛湖镇、交通、环保、防爆、千黄高

速建管等单位联合举行集中办公协调会，解决

千黄高速项目建设六标段施工涉及汪家村的六

个问题。

千岛湖镇汪家村紧邻青溪新城、千黄高速

口。正在建设中的千黄高速从汪家村穿插而

过，涉及到汪家村的六标段施工方在建设过程

中给汪家村百姓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为

了让高速建设真正造福一方百姓，千岛湖镇主

要负责人多次亲临现场，逐一现场踏看，寻求最

佳解决方案，并召集相关部门集中办公，共同协

商探讨，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责任主体，以最快

速度解决影响百姓反映的相关问题。

协调会上，千黄高速建管对问题进行全面

分析，表明态度，对每一个问题作出答复，并限

期落实到位。下一步，千岛湖镇对落实的问题

将进行跟踪，全力以赴做好保生产、保生活、保

畅通、保稳定，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百姓安稳。

多部门集中办公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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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是重大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医保基金是群众的

救命钱、健康钱。近日，我县正式

启动以“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

安全”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月活动，

对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亮剑”，重

拳打击医疗保障领域投机取巧和

败坏风气的违规违法现象。

根据国家省市医保局的统一

部署，今年4月是医保基金监管

集中宣传月。我县医保部门将以

此为契机，通过广泛宣传基金监

管政策法规、畅通举报投诉渠道、

曝光骗保典型案件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坚决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强化定点医

药机构和参保人员法制意识，推

进“清廉医保”建设，在全社会营

造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

围。

据了解，省医保局将于4月

10日起对全省的定点医药机构

开展维持 6 个月的专项治理。

后续，还会有两定单位的交叉检

查、飞行检查。各定点医药机构

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压实责任，

对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认真

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到立行

立改，营造规范有序的就医环

境，确保我县医保基金安全持续

运行。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
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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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公布了最新一批会

员名单，我县有5名摄影人入选，分别是王建

才、余诗祥、余德贵、胡红英、钱德星，创一次性

新增国家级摄影家协会会员最多记录。

县摄影家协会十分注重会员素质提升，通

过举办摄影沙龙、专家讲座、考察交流会等方

式，鼓励协会会员多元化发展，探索多形式的摄

影艺术表现手法，并实现了摄影家协会的多维

度、多梯度的人才架构。

今年，县摄影家协会会员继续保持高昂的

创作势头，多人在国家级摄影比赛中获奖，在淳

安本地创作的摄影作品也频频出现在《中国摄

影报》以及国内外各大网络媒体，为宣传康美千

岛湖，促进淳安全域旅游发展及惠民富民等方

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近年来，我县摄影产业发展欣欣向荣，在省

内外知名度日渐攀升，并被中国摄影报授予“全

国摄影创作基地”。此外，金峰乡被大众摄影杂

志社授予“摄影小镇”，姜家镇授予浙江省杭州

市“中国摄影艺术乡村，王阜乡被省摄协授予

“摄影之乡”。

五位淳安人选入
中国摄影家协会

潘景友捐赠作品展潘景友捐赠作品展
在千岛湖巡展在千岛湖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