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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30国道临安湍口至淳安临岐
段改建工程（临安段）通过交工验收，与淳
安段同步通车！330国道临安段改建工
程起于临安、淳安交界的紫槽岭，终点位
于湍口镇沈村头，全长8.4公里，按二级
公路技术标准建设，概算总投资3.35亿
元。

330国道提标改造工程最大亮点是
逢山开隧、遇涧架桥，工程仅临安段就修
筑隧道3座合计1094米，架中小桥17座
合计447.72米，涵洞34道。从此，往返
两地告别翻山之苦，通行时间缩短了一
半。更重要的是，它的通车对于进一步激
活“黄山—临安—淳安”这个旅游“金三
角”，实现旅游客源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管光前 李忠 裘泽城 金凯华）

330国道临安湍口至淳安临岐段改建工程竣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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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的八月是烦躁的，

更是美丽的。枝头妖娆，八月正

是品尝葡萄的旺季。8 月 17

日，淳安县富文乡民宿节暨“富

文果香溢杭城”千人采摘游启

动，首批300余名游客从杭州出

发，赴淳安富文乡尝鲜。下阶

段，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将帮助富

文乡重新培育、设计、包装果蔬

采摘旅游产品，并打造成持续

性、品牌化的文旅产品。

富文乡位于千岛湖东部，

离千黄高速10公里，地域面积

151 平方公里。这里，没有城

市的繁华喧嚣，但是有近触自

然的美好，清平源流过一片秀

美山水，于石头埠处汇入千岛

湖，有湖有水有静谧，青山绿

水引凤还巢，成为乡村旅游热

门地。千岛湖世外桃源的森

林氧吧、峡谷幽深的千岛秘

境、团建拓训基地狼行天下、

惊险刺激的王子谷漂流、“网

红”小学等旅游项目与采摘

游、休闲度假游相结合，为当

地乡村旅游注入新的活力。

截至今年7月底，全乡休闲旅

游接待38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4613万元。

正值八月葡萄成熟时，由

300多名游客组成的首发团在

富文乡徒步葡萄园、品味鲜美葡

萄之余，还游览当地旅游景点千

岛秘境，参观网红学校富文乡中

心小学、富文非遗馆等。后期，

还将举办两场葡萄采摘游主题

活动，预计总游客人次在1000

人以上。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走亲连

心三服务”帮扶结对富文乡的一

次探索和实践，由杭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主办，淳安县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淳安县富文乡人

民政府和杭州西子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接下来，市文

广旅游局将加大对富文乡文化

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市场推广，结

合当地农业水果产业的独特优

势，通过“旅游＋”、“生态＋”等

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

业深度融合，精心包装旅游产

品，助力富文特色农业和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 （张雅丽 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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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茶蛋糕、抹茶冰淇淋、抹茶

牛奶……炎炎夏日，绿色的抹茶系

列无论从口感上还是颜值上，都给

人带来一丝清凉。本周，记者随杭

州市市场监管局来到这份小清新

的“源头”之一——位于千岛湖的

丸新柴本有机茶园，一同感受了绿

水青山中的食品安全把关。

正值35度的高温天，碧蓝的

天空与青绿的茶园，与头戴草帽

辛勤劳作的茶农一起，构成美丽

的风景线，让人不禁感叹美食自

从美景来。茶园负责人郭松梅

说，区别于普通的绿茶，茶园种植

的是主要是碾茶，精加工后就成

为抹茶。这种茶的营养元素比普

通茶叶更高，为了保证品质，需要

在加工过程中提高机械化程度，

尽量减少人员与茶叶的接触。

“每年我们都会对茶园开展

检查，要求不能使用化肥和化学

性农药，对周边生态环境也严格

要求。”淳安县市场监管局大市市

场监管所所长毛仲鑫说，与此同

时，淳安县市场监管局积极引导

市场主体申请千岛湖系列茶的商

标注册，目前全县注册用于茶叶

的商标452件，进一步夯实商标

品牌基础。同时指导帮助企业加

强商标的运作管理，扩大企业品

牌影响力。

像郭松梅的茶园一样的有机

产业，在淳安县还有许多。75%

的森林覆盖率，让淳安拥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2016 年 12

月，淳安县正式成为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截至目前，全县共

有有机认证企业72家，认证证书

103张，产品主要有淡水鱼、茶

叶、中药材、水果、铁皮石斛等。

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淳安县构建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模

式，积极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实

现循环利用，根据测算，现在的有

机生产模式使得全县每年减少

1500余吨的化肥用量。

除了有机产业外，食品行业

也是淳安县的重要行业，全县现

有食品生产企业96家，比较知名

的有农夫山泉、千岛湖啤酒等。

淳安县实施了饮用水、炒货、酒

类、茶叶、旅游土特产品等各类整

治，对在食品加工环节违法违规

的企业，既严厉惩处，也对企业整

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

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助推了

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升级，农产

品的附加值大大提升。“天坪石笋

干从最初6、7元一斤到现在每斤

售价25元以上，山核桃从以前无

人问津的山野小果变成农民的金

果子，霉干菜、蕨菜干、野菜干等

蔬菜干制品也成了市民游客竞相

争购的旅游商品。”毛仲鑫说。

（申思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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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距离下姜村几公里的

薛家源村迎来了首个文旅项目

“沿店公社”，这也是淳安“千岛

湖·大下姜”在产业建设上的一

个最新动作。

沿店公社文旅项目主要是

通过对薛家源村沿店自然村原

有供销社9幢老房子，进行系统

的“腾笼换鸟”改造，并与当地产

业相结合，将其打造成集特色民

宿、文化大礼堂、传统酿酒坊、红

色文化教育等为一体的文化旅

游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与下姜村

及周边地区实现业态互动，资源

互通，不仅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农

旅产业，推进消薄增收，同时将

助推当地红高粱产业区块建

设。”枫树岭镇党委书记程军介

绍说。

据了解，自今年6月“千岛

湖·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成

立以来，以“平台共建、资源共

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为目标

要求的大下姜乡村振兴发展明

显加快，尤其是在培育深绿产业

主引擎上动作频频。

“今年大下姜重点项目建设

共有47个，其中政府投资项目

18个，社会投资项目29个，目

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党委常

务副书记郑智华介绍说，“大下

姜”产业推进主要包括培训、乡

村旅游、农林、文创四个方面，其

中，培训产业是“大下姜”产业发

展的核心所在，乡村旅游产业是

总引擎，农林产业是重要基础，

文创产业则是“点睛之笔”，“下

步我们将统筹落实大下姜‘1+

4’发展规划，积极推进项目建

设和产业发展，力争完成‘促进

联动、助力增收、探索创新’的年

度目标。”

另据了解，截至6月底，“大

下姜”区域已接待游客45.3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90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142.8%、79.9%，

此外，还顺利举办了茶文化节、

开蜜节和首届中国数字化蜂业

高质量发展峰会、千岛湖大峡谷

“长三角青年生物多样性夏令

营”等系列活动，下姜村还获评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三批

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进一步

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

（程海波 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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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千岛湖旅游心旷神怡，可

万一摔倒擦伤或者有人中暑可就

“麻烦了”。近日，记者跟随杭州

市市场监管局一同来到千岛湖中

心湖区的渔乐岛，一同感受岛上

的便民服务。

扫扫二维码 岛上买药
“渔乐岛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160万人次，但没有医疗点，居民

和游客都面临买药难买药远的问

题。”淳安县市场监管局药品与医

疗器械监管科副科长杨斌建说，有

时候遇上小孩拉肚子，协调游船、

坐船出岛往往要用去半天时间。

2019年，浙江省政府将送药

“上山进岛”工作作为“十方面民

生实事”之一，着力解决偏远山区

群众“购药远、购药难、用药不安

全”等问题。今年6月中旬，渔乐

岛迎来了一台自助售药机。

现场，岛上的工作人员想买

一盒西瓜霜，用手机扫一扫二维

码，不到1分钟，西瓜霜就从售药

机底部滑了出来。

售药机内，治疗中暑、感冒、

肠胃不适等疾病的药品大约有十

几种。“现在正值夏天，中暑类的

用药比较多，还有擦伤用的棉签，

现在一天大约有20单左右。”杨

斌建说。

除了千岛湖中心湖区渔乐

岛，淳安还有枫树岭镇下姜村、威

坪镇河村村等五个地方，也都设

置了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

点。杨斌建说，其中之一的中洲

镇，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原先连医

疗卫生所也没有。现在在村委会

门口设立了自助售药机，极大地

方便了当地居民，“尤其是方便老

年人买药，一天能交易十几单。”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杭州市已完

成39个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

务点的选址工作，并有35个便民

服务点投入运行，剩余4个便民

服务点正在建设中，预计到8月

底全部建设完成。

有消费纠纷 当场解决
在渔乐岛上，有一座小办公

室，千岛湖渔乐岛消费维权服务站，

在岛上遇到各种消费纠纷，这里的

工作人员都会及时到现场去解决。

渔乐岛作为淳安千岛湖岛上

旅游的一个重点景点，是县里第

一批创建放心消费示范景区单

位，早在2012年就成立了这个服

务站，今年又在原先的基础上改

造提升，改善了硬件，也增加了形

象牌、公示牌。负责人缪利军说，

现在岛上一共有8个指示牌，消费

者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投诉电话。

他说，渔乐岛上共有两家商

店、一家餐饮店和一个游玩项目

部，人流量大，游客停留时间长。

服务站成立前，游客想要投诉只能

下湖后到当地市场监管所，想解决

问题还得等所里工作人员上岛了

解情况后再处理，极其不方便。

“现在，投诉不出岛、不过

夜。比如就在最近，有游客投诉

餐厅空调不好，打了投诉电话后

我们及时赶到现场，协调后给游

客赠送了冷饮，后续也对空调系

统进行了整改。”

（申思婕）

这个夏天千岛湖渔乐岛上

这台特别的“售货机”
派了大用场

抹茶蛋糕的源头在这
淳安县这样为食品安全把关

淳安富文葡萄成熟 300多名游客首批“尝鲜”

淳安

“千岛湖·大下姜”产业发展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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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

8月28日

9月3日

9月4日

9月5日

9月6日

9:00-11:00

6:00-10:00

8:00-10:00

7:30-9:30

7:30-13:30

7:30-13:30

7:00-15:00

7:30-11:30

7:00-17:00

淳安县青溪新城（八小临时专变）

淳安县姜家镇双溪口行政村(双溪口自然村、里程自然村、富家自然村、外程自然村),白坪行政村(金冈山自然村、杨家底自然村、徐陆坞
自然村、白坪村),(沈畈行政村-郑家山自然村)

淳安县威坪镇旗山村豪岭脚

淳安县威坪镇茶合村西畈

淳安县姜家镇豸山脚村

淳安县姜家镇新田畈村

淳安县大市镇桐川(桐川村村民委员会)

淳安县浪川乡桃源新村

淳安县汾口镇祝家村

停 电 预 告 （2019年8月26日-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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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飞烽，是一名在红

旗下长大的农民，也是一名在军

旗下成长的军人，还是一名在党

旗下培养的机关干部，现在是鲁

家田村的第一书记。”这是市人

防办派驻淳安县鲁家田村第一

书记张飞烽的开场白。

张飞烽说，无论是在机关还

是鲁家田村，他始终记得自己的

初心——“我是人民利益的工作

者，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

小事，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张飞烽是带着一腔“要带领

村民增收”的热血到鲁家田村

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到村

里，村民投向他的却是怀疑甚至

是不信任的眼光。“从起初的‘不

信任’到‘信任’，我努力做了三

件事，一是了解村民想什么、要

什么；二是察看地里种什么、有

什么；三是村里缺什么、我就做

什么。”张飞烽从第一天住进村

里起，每天都会从村头到村尾来

回走几次，进家门、聊家事，路边

田间也都是他的聊天场所，而拎

着剃头工具义务给村民剃头就

是他拉近与村民感情距离、了解

村民真实想法的妙招之一。

村民们慢慢发现，只要这位

“第一书记”一有空，就会出现在

田间地头，与村民一起采茶、种

菜、挖中草药、削红薯皮，村民们

干什么，他就帮村民做什么，这让

村民们感受到，这位从城里来的

干部的确不一般。最让村民感动

的，还是他一点也不嫌弃为一位

长期中风后瘫痪在床的老人剃头

的事。用鲁家田村村委主任汪南

洋的话说，他对村民是用了真感

情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飞烽不

仅承包了村里在家男性村民剃头

的事，还做了许多像为留守老人

免费定制居家老人看护信息系

统、解决残疾人就业和困难学生

的学费和生活费等民生小事。

“只有取得了村民的信任，

才能更好地带着村民增收。”在

张飞烽心里，作为“第一书记”的

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让鲁

家田村早日实现村强民富。

一年多来，张飞烽从健全组

织制度和发挥党员作用入手，凝

聚党支部力量，先后制定了12

项工作职责、5项议事原则、23

项管理制度和6项监督制度，并

多次邀请专家在村里，帮助制定

消薄增收良策，还组织成立了全

县第一个村级乡贤会，组织乡贤

和村两委围绕产业发展出点子、

想办法、聚力量。在张飞烽的带

领下，鲁家田村也先后办起了红

茶厂、建起数字化蜂业基地、中

草药基地、粽叶基地等，不仅让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有了大幅增

长，让村民有了实实在在的增

收。同时，村党组织也由软弱涣

散变成了四星党支部，信访重点

村成了全年零信访。

“驻村‘第一书记’就快要期

满了，但鲁家田村‘第一书记’的

职责和担当将永远烙在我的心

中，尽我所能服务鲁家田，服务

村民。”张飞烽坚定地表示。

（程海波）

将“第一书记”的责任担当烙在心中——

记担当作为好干部张飞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