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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千岛湖茶博会暨
鸠坑有机茶小镇推介会在杭举行

我县中小学、幼儿园
落实
“陪餐制”

郑荣胜出席 董毓民作专题推介

近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学校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
《规定》要求，
“ 中小学、幼儿
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
学生共同用餐”
“ 有条件的中小
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
度”。新规已于 4 月 1 日起施行。
记者从县教育局了解到，我
县寄宿制学校较多，学生的一日
三餐都在学校，多年前大部分学
校就采取了
“师生同餐”的管理模
式。这种模式既加强了对食品安
全的管理，又节约了办学成本，同
时让家长们放心自己孩子在校的
饮食安全。师生同吃一锅饭，也

记者 郑文彬
·· ···

涛参加推介活动。
鸠坑因茶而香，因茶而声名
康美千岛湖，一叶知千岛。
远扬。鸠坑的好茶已被茶界、专
4 月 13 日，由淳安县人民政府、
家认同，本次活动以茶为媒，以
杭州市总工会主办的 2019 千岛 “品牌千岛湖·鸠坑有机茶”为主
湖茶博会暨鸠坑有机茶小镇推介
题，
集开幕式文艺展演、茶文化推
会，在杭州市运河文化广场举行。
介、研讨交流及茶叶展销活动于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
一体，
旨在整合茶文化资源，做强
荣胜出席活动。
千岛湖茶、鸠坑有机茶品牌，助力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为
茶农增收致富。
杭州市民介绍了淳安的好山好水
为了让更多杭城市民能够一
好生态，并就千岛湖茶和鸠坑有
品鸠坑茶的馨香，同时也为了推
机茶小镇作了专题推介。
进消薄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鸠坑
县领导章传强、商松懋、邵文
乡精心组织，
借助此次推介平台，

把各村的特色农特产品销到杭
城，让杭州市民尝到地道的
“鸠坑
贡茶”
、
“山珍野菜”
。
推介会现场，我县向对口扶
贫贵州剑河县捐赠了 50 万株“鸠
坑种”茶苗；
签订
“鲁淳”产销战略
协议，积极探索鸠坑茶打开北方
市场；完成“鸠坑团茶”研发基地
签约，积极做好传统茶传承与创
新。
同时，举行了千岛湖
“鸠坑毛
尖”进杭城百家邮政银行展示推
介点授牌活动，杭城 200 多家网
点将主推“鸠坑毛尖”，架起市场

与茶园的桥梁，助推乡村消薄增
收。此外，全国首台“鸠坑团茶”
文创制茶体验机也隆重揭幕。
据了解，早在 2016 年“淳安
鸠坑有机茶叶小镇建设”就被列
入杭州市仅有的两个有机农业小
镇创建试点之一，成为全省首个
以有机茶为主题的特色小镇。几
年来，鸠坑乡以鸠坑种茶种质资
源保护开发、茶园绿色防控、茶厂
清洁化改造、有机茶品牌营销等
方面入手，推动有机茶叶小镇建
设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带动鸠
坑茶产业的稳步增长。

通讯员 何健 记者 郭佳
··· ·· ·· ··

拉近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据了解，2014 年开始，我县
城 区 学 校 统 一 配 送 米、面、油 。
2017 年，县教育局把全县 100 余
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划分为五个
配送区域，通过公开招标确定配
送企业，由第三方企业为全县中
小学、幼儿园食堂配送食材。教
育局通过制定《淳安县中小学食
堂主副食品（供货产品）技术指标
和质量要求》等相关制度，从原材
料质量、价格、种类等方面严格要
求配送企业，从源头上保证学校
饮食安全。
截 至 目 前 ，我 县 学 校 已 经
100%落实学校负责人和教师陪
餐工作，构建学校食品安全的风
险防控体系，让孩子们吃得安全、
吃得健康。

政务要览

◎4 月 12 日，省级食品安全县创建推进会召开，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副
县长余飞参加会议并讲话。
（记者 章晶）

鸠坑有机茶杭城很
“抢手”
新闻现场
记者 郑文彬
·· ···

4 月 13 日，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国防主题教育晚会举办，进一步激发干部群众热爱人民军队、传承红色血脉、
崇尚英雄模范的热情，增强了大家的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怀。
记者 唐家凯 摄

破旧立新“两高”发展
记者 章晶 张婧 通讯员 何明月
·· ·· ·· ··· ···
姜家镇高度重视，分领导班
子、中层干部、老干部、年轻干部、
村干部等五个层面，
举行
“破旧立
新、思想解放，全力推进全域旅游
新中心”
的大讨论活动，将县委决
策部署推深做实，以思想大解放
推动姜家跨越发展。
破惯性思维定势、立深绿发
展旗帜。姜家镇不折不扣推进临
湖地带综合整治、大棚房整治等
重点工作，
结合国卫复评、环境革
命载体，进一步提升集镇精细化
管理，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四个
三”专项行动，做响姜家城湖相
融、文景相生的生态品牌。
破传统产业瓶颈、立业态转
型升级。姜家镇全力推进瀛山书
院遗址保护工程、千岛湖森林探
险公园、墨香馆·百琴湖渔文化中
心、双溪蚕舍等项目，引爆姜家旅
游市场。做好现有景区景点业态
升级，加速省级特色小镇创建，持
续做大节庆活动文章，引导农旅
项目在大棚房整治后转型发展，

破旧立新 激发振兴活力
在旅游服务、细节品质、品牌效益
等方面加油铆劲。
破城乡二元结构、立统筹发
展格局。姜家镇打破重集镇建
设、轻农村发展局面，
抓好惠民实
事。扎实开展“三服务”，全力推
进惠民工程，坚决打赢消薄攻坚
战，
促成村干部
“有为有位”向
“大
有作为”
的思想转变，
展现出村强
民富的如虹气势。
破信访维稳坚冰、立党风引
领民风。镇一级建立完善信访闭
环机制，防止信访问题“体外循
环、恶性循环”；村一级增强主体
责任，注意日常矛盾纠纷排摸和
化解，
尤其是旅游项目建设村，时
刻注重关注村民思想动态，做好
正面宣传，把村民凝聚到合力推
动项目建设的轨道上来，切实把
好项目落地
“人心”这一关。
破畏难怕事情绪、立干事创
业氛围。姜家镇加强执行力，做
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提

升学习跨界能力，不仅要专，还要
一专多能，立足自身岗位，学习好
“课外知识”。造浓团结干事氛
围，全体党员干部把旅游新中心
建设热潮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
成人人懂旅游、处处讲宣传、个个
会招商的发展氛围。
石林镇通过召开支书论坛、
村
“两委”会、村
“两委”扩大会、支
部主题党日、村民代表会等形式，
集中开展破旧立新大讨论活动，
进一步提振全镇发展运动旅游产
业的信心，做到方向自信、路径振
兴。
突出三个重点，谋划破立清
单。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三项破
立清单：破大开发为重的思想，
立大保护为重的思想。破竹木
加工的传统依赖，立山货换市的
转型之策。破争优创牌的结果
论，立产业兴镇的绩效观。围绕
这样的破立清单，落实具体破立
举措。即突出环境保护重点，扎

实临湖地带项目整治和全域美
丽环境提升工程。突出产业发
展重点，成立农旅发展公司，做
好体育+旅游文章，加大营销推
广 力 度 ；外 出 考 察 林 下 经 济 发
展，目前已落实林下发展经济作
物 2100 亩。突出队伍建设重点，
形成担负应责、立说立行的干事
氛围。
做好五张报表，检验活动实
效。把做好
“党建、生态、发展、民
生、平安”等五张报表作为检验成
效的标准，扎实推进清洁乡村、垃
圾分类、消薄增收、平安创建等工
作。紧紧抓住石林镇“国家级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这一机遇，
聚焦体育培训、研学基地、企业团
建的业态模式，进一步丰富运动
休闲产品。通过农特产品设计、
包装制作、特色展销、物流点建设
和线上线下品牌营销推广，让优
质农产品卖出好价格，进一步提
升产业发展绩效。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地址：千岛湖镇青溪大道 297 号

值班总编：
宋坚明

中药材种出
“致富良方”

临岐镇围绕“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中药材特
色小镇建设，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6 万亩，并建成中药材基地 20 个，
形成“村村有基地”的发展格局，努力打造“产业特、品牌响、生态美、百姓
富”的“一三五”中药材特色小镇。图为夏中村村民在香榧基地套种白花前
胡。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余荣华 摄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贷款产品面向“三农”，服务中小企业。贷款利息月息低至
千分之七起！理财收益率一年期百分之六，民融中心，您身边的理财新渠道！贷款咨询电
话：64811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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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出版

“给我 3 包鸠坑有机茶！”
“千
岛湖毛尖来 5 袋！”
“鸠坑茶两包，
香椿、水芹菜也给我来点……”4
月 13 日上午，杭州市运河文化广
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2019 千
岛湖茶博会暨鸠坑有机茶小镇推
介会在此举行，这也让杭城市民
得以亲手接触、亲自品鉴鸠坑有
机茶和淳安最地道的农特产品。
现场“忙煞”了杭城的“马大
嫂 ”们 ，只 见 他 们 个 个“ 摩 拳 擦
掌”，挤进一家家展棚里，争相抢
购鸠坑茶和有机农产品。
“战果颇
丰”的何大伯是拱墅区居民，今年
60 多岁了，除了鸠坑茶，他还买
了千岛湖鱼干、豆腐干等农特产
品，他说，千岛湖茶回味甘甜，鱼
干也很美味，今天得多买点。
徐先生是鸠坑乡人，常年在
杭工作，早就在朋友圈了解到这
次活动，特地赶了过来，只为品尝
到家乡的味道，对于今天的活动，
他也很有感触，说道：
“ 现在农产
品销售最大的瓶颈就是缺少渠

道，今天这样的活动就很好，帮助
农户打开了销路。关键还是要实
现农产品的专业化、快速配送，这
样才能持续让农户增收。
”
徐先生的想法其实已经成为
了现实，为促进农产品销售及品
牌宣传，我县在去年就建起了千
岛湖品牌农产品馆，当天品牌农
产品官的展销摊位人气火爆，工
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今天我们
带来的淳安辣豆腐、农家酱、土蜂
蜜、日晒面等地道的农特产品，通
过早上一两个小时的售卖和推
介，基本上已经是卖空了，非常受
杭城市民欢迎。
”
借助这次千岛湖茶博会暨鸠
坑乡有机茶小镇推介会的平台，
鸠坑乡 9 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也
纷纷
“亮出家底”，
让土里土气、原
汁原味的鸠坑毛尖、风味鱼干、土
蜂蜜、农家酱、山茶油、风味豆腐
干等农特产品，以及香椿、水芹菜
等各种春天野菜，与杭城市民来
了场“亲密接触”。此次活动，鸠
坑全乡 9 个村总计卖出了 40 余
万元的土货，每个村仅通过卖土
货，就增加了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 4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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