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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郑爱萍
···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进一步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实际行动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8月22日，交警城区中队民警、

辅警积极开展献血活动，充分展示交警队伍热爱公

益、关心他人、关爱社会、乐于奉献的优良传统精

神。

交警队不忘初心
滴滴鲜血献爱心

通讯员
···

柴鸿逸
···

近日，瑶山乡妇联在富岩村村委楼开展美丽庭

院创建及垃圾分类培训，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创造

性，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良好氛围。

瑶山开展大集训
激发村民创造性

记者
··

王鸿儒
···

通讯员
···

王静淑
···

近日，在千岛湖镇阳光加油站对面，一位女子骑

自行车不慎摔落高墙之下，淳安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后，立即调派淳安中队赶赴现场实施救援。经过医

护人员检查伤势情况后，消防员将女子用担架抬上

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

女子不慎落高墙
消防员紧急救援

通讯员
···

李维维
···

胡芳
··

记者
··

徐智琴
···

近日，县第一人民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淳安分

院）引进的全进口微平板全智能 64排CT正式投入

使用，开创了我县CT临床应用的新时代，将为广大

淳安百姓的诊疗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微平板全智能CT
诊疗服务更便利

记者
··

义永华
···

通讯员
···

程建明
···

水面下苦草、伊乐藻郁郁葱葱，一

丛丛的菖蒲、芭蕉立于水中，随风摇

曳;清澈的渠水缓缓流淌，时有小鱼小

虾嬉戏其间，络石在沟壁上攀援附着

……日前，走进大墅镇大墅村粮食生

产功能区，新建成的氮磷生态拦截沟

渠把原来一条条三面光沟渠变成了

“水下森林”，使整个粮食生产功能区

变成了小型“湿地公园”。

这是县农业农村局贯彻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充分尊重社会

经济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依照《浙江省农田面源污染控制氮磷

生态拦截沟渠建设技术规范》等文件

要求，集成运用硬质沟体生态化改造、

农田排水口生态拦截、排水沟渠环保

设施建设等措施，在农田面源污染上

做“减法”，在农田生态和田园景观上

做“加法”，打造田园景观型农田生态

拦截沟渠示范点。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是治

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一项新技术，去年入

选浙江省“五水共治”五大亮点工作，我

县建成了4条。今年又列入“五水共

治”一类考核目标，为此，我县在去年的

基础上还将新建1条农田氮磷生态拦

截沟渠，助力美丽田园和乡村振兴。

据了解，生态拦截沟渠建设是依

据生态工程原理，采用工程、生物等措

施对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中的氮、磷

等物质进行拦截、吸附、沉积、转化、降

解以及吸收利用，从而对农田流失的

氮、磷等养分进行有效拦截，达到控制

养分流失、实现养分再利用、减少水体

污染物质等目的。

“农田‘肥水’要经过两道净化，才

能排入自然水体。首先是通过安置在

田埂上反硝化除磷装置和生态净化池

拦截、吸附、净化后，排入沟渠。再通

过沟渠内水生植物和动物生长繁殖对

水进行二次净化。”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这样介绍说。

在污染上做“减法”在景观上做“加法”

建设生态拦截沟渠净化农田排水

近日，在中心湖区旅游码头游客下
客区和秀水街街区，两台千岛湖旅游纪
念品自动售卖机惊艳亮相。机器内出
售纪念币、钥匙扣、冰箱贴等30余种具
有淳安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深受游客
青睐。

据悉，秀水街公司将陆续增加和丰
富产品内容，将更多具有淳安文化底蕴
的文创礼品上架，提升千岛湖旅游纪念
品的档次，并将根据市场需求在码头和
景点等地增加自动售卖机，方便游客选
购。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何胤昉

通讯员
···

姜磊
··

记者
··

义永华
···

连日来，县城市管理局机

动中队推出多项举措，重拳出

击，对工程车多次开展夜间专

项整治、重点治理、联合执法等

行动，培育公平规范、健康有序

的运输市场，营造安全的道路

交通环境、秩序。

建立巡查机制。机动中队

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强巡

查力度和频次。定人定岗定

责，专人负责工程车管理，要求

每天上午、下午至少开展一次

巡查并上传巡查照片，要求值

班人员落实“三头管控”，做到

早中晚巡查管理不脱节。

实施蹲点管控。根据千岛

湖镇工地分布和建设情况，机动

中队列出蹲点管控重点工地、重

要路段，实行不定时和错时蹲点，

强化蹲点效果。如机动中队工程

车整治组联合交警在千岛湖大

桥和阳光路路段设卡蹲点，对超

重车辆当场查扣，并立案处理。

通过蹲点管控，有效保障了重点

路段交通秩序和行车安全。

开展联合执法。城市工程

运输车辆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和综合性工作，需要多部门齐

抓共管，协力完成，通过县交

警、路政、城管等相关职能部门

联合执法，对县域内的砂石车、

工程车等运输车辆违法行为进

行专项整治，更有效净化交通

安全环境。

据悉，截至目前，机动中队

联合交警开展夜间专项整治

期间，共协助查处超重车辆近

30辆。接下来，机动中队会继

续联合城西中队打击违反禁行

规定、超载超限、无准运证运输

等违法问题，从源头铲除违法

温床和“病灶”，规范工程渣土

运输车通行秩序。

机动中队
重拳出击整治工程运输车

记者
··

江晓帆
···

砌筑墙体、绑扎钢筋、粉刷墙面、模板焊接......近

日，记者走进界首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工地，一幢幢

初具雏形的房屋拔地而起，60余名工人头顶烈日，

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作业，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据了解，作为2022年十九届亚运会配套项目的

界首污水处理厂，总投资5022.18万元，用地面积约

1.18万平方米，工程规模日处理量5000吨/天，主要

建设内容为三层的综合楼、污泥脱水车间、污泥池、

转盘滤池、生化池、配电房等，纳污范围包括界首集

镇、教育综合体、严家旅游度假区建设用地（小球综

合体）、摄云列岛旅游度假区建设用地、贤桥列岛旅

游度假区建设用地。

该项目自今年2月进场施工以来，施工方克服

种种困难，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按

照设计图纸及相关技术资料，不断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目前已完成总形象进度的70%。下一步，将进

入室内外装修阶段，预计10月底所有主体工程完

工。

界首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忙

通讯员
···

何胤昉
···

路恒
··

近日，渔乐岛上来了一个

颜值高、会卖萌的“小可爱”，它

不仅喜欢摇头还会喷水，而且

还不怕日晒雨淋，到岛上的大

朋友小朋友都会忍不住靠近

它。这个“小可爱”学名叫离心

式喷雾风扇，俗称喷雾电风扇。

位于中心湖区的渔乐岛是

集餐饮娱乐、水上运动、购物为

一体的多功能景点。为了解决

游客酷暑难耐的需求，增加清

凉感，旅游集团景区公司先后

在趸船两侧增设桥梁喷雾系

统。日前又在游客最集中的广

场，引进好看又实用的喷雾电

风扇，为排队就餐的游客提供

清凉。

下步该公司还将根据实际

情况，继续添购相关设备，放于

游客集中的露天场所，为游客

提供方便，进一步提升景区服

务品质。让游客在尽情体验

“千岛碧水尽在眼前”清凉感受

的同时，为千岛湖景区的人性

化服务点赞。

喷雾电风扇让游客尽享清凉

通讯员
···

姜荣新
···

汪成斌
···

连日来，持续高温酷暑天，

气温频频“爆表”，千岛湖水厂

的供水量已由原先的5万吨/日

增加到了高峰期7.8万吨/日，

送水泵也由平日2台运行调控

至4台运行，坪山水厂已由原先

的1.5万吨/日增加到了高峰期

的2.7万吨/日，送水泵由平日2

台运行调控至3台运行，送水量

均达到了今年入夏以来的新高

峰。

淳安水务在水厂加大产量

的同时，多措并举力保安全供

水。已投入6万元资金，对原有

水费收费系统平台进行了升级

改造，建立非居民用水单位的

相关数据库和超计划用水管理

系统，督促用水大户节约用

水。安排管网中心全体人员依

照查漏计划，不间断地执行夜

间查漏工作，有效降低管网漏

损，有力保障供水管压。

此外，积极推动中小学生

开展“保护水资源、保护水环

境、防治水污染”为主题的污水

处理厂参观活动，以“小手拉大

手”的形式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倡导淳安百姓节约用水，共同

营造人人关心节约资源、人人

身体力行节约用水的良好氛

围。

淳安水务力保高温供水安全

记者
··

于一
··

通讯员
···

钱俊波
···

近日，南山污水处理厂正式启动城镇污水提标

改造工程，在原“一级A标准”的基础上，全力打造

“清洁排放”标准。

污水处理设施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也是

深化美丽淳安建设、保障千岛湖水环境资源的重要

工程。近年来，我县一直在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工程

提标改造。

南山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千岛湖镇城东区块

和城南区块范围内的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可达1

万吨。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网汇集到污水处理厂，

经过处理，水质可达到一级A的排放标准。

今年，南山污水处理厂在原有的工艺基础上，深

化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以GB18918-2002污

水排放标准“一级A”的标准为基础，高要求、高标

准、高质量做好南山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标准的

提升改造，预计年底前将完成内部设备、工艺调试工

作。

污水提标改造
让环境更美丽

千岛湖旅游纪念品千岛湖旅游纪念品
自动售卖机惊艳亮相自动售卖机惊艳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