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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千岛湖镇井塘村，伴随

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一间间长

期闲置废弃的危房、老旧房正在

逐一被拆除。

连日来，井塘村“破危除旧”专

项行动如火如荼，村民宋水秀家的

危房便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个是

危房，怕倒下来砸到别人。我就叫

村里给我们拆掉，拆掉后更干净，

路也能变宽一点。”宋水秀说。

井塘村位于千岛湖镇汪宅源，

“破、旧、乱、密、脏”的危旧房屋，不

仅成了当地百姓生活生产的安全

隐患，也影响了村容村貌，成了严

重制约村庄发展的瓶颈。今年8

月，井塘村两委积极响应镇党委号

召，全面摸清52处“破旧危”的房

屋，登记造册，掌握底数，开始了

破危除旧、腾空立新的步伐。

除了“拆”，“修”也是井塘村

同步进行的一项“大动作”。井塘

村“七井八塘”，“古树”“古峰”“古

庵”等古韵元素丰富，历史悠久。

为打造“古韵井塘”，村两委对村

里的古老文化设施也进行了妥善

提升。“这个庙有好几百年了，破

破烂烂的，现在修复一下，到时候

可以在里面搞搞活动。”井塘村老

党员方景阳说。

截至目前，井塘村已拆除危

旧房屋17栋，占地面积约480平

方米，腾出空间700余平方米。

井塘村党支部书记方森表示，下

一步，村里也将有针对性地保护

修缮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房屋，为

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坚实基础。

破危除旧打造古韵井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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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半小时不到，就完成

了不动产抵押登记还款和续贷的

全部手续。”第一次享受不用先还

款就实现续贷，这对市民唐志祥

而言，幸福来得有些突然。“再也

不用发愁贷款到期资金周转难的

事，可以一心一意做生意啦!”

9月初，唐先生名下一笔个人

抵押贷款到期，以往每逢贷款到

期就要腾挪经营资金先用于还

款，甚至不得不高息筹措周转资

金。今年他能如此轻松办理好抵

押贷款业务，这得益于县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不断深化不动产抵押登

记“无缝续贷”服务释放的“红利”。

为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质

效，今年7月，县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在原有不动产登记“无缝续贷”

服务的基础上，联合淳安农村商

业银行再次创新推出“无缝续

贷+补换证”服务，并开通“绿色

通道”，同时取消所有的登记费

用，通过一系列高效便民改革举

措，全面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据了解，企业抵押贷款到期，

按照原本“先还后贷”的操作流

程，企业需要融入大笔资金提前

归还贷款、办理抵押注销后，再重

新评估抵押物、申请贷款、办理抵

押登记，这起码需要耗费半个月

的时间。同时，银行方面也有可

能因为续贷抵押登记不及时，出

现不动产被冻结等情况，造成贷

款担保悬空。

而如今，“无缝续贷”将抵押

注销与抵押登记合并为一个环

节，实现银行贷款不动产抵押登

记权的无缝对接。贷款企业只需

到贷款银行提交相关资料并签订

新的借款合同，同时填好“换证”的

相关资料签好字，交由银行业务员

将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窗口受理即

可，真正实现了“无还本续贷”。

据了解，目前我县不动产抵

押登记“无缝续贷”业务已开展

230件，抵押金额7865.5万元，节

省“倒贷”资金614万元以上。下

一步，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与

更多银行开展合作，扩大“无缝续

贷”辐射覆盖面，最大程度减少企

业的融资成本，助推企业良性发

展。

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发展赋能增效
我县不动产抵押登记“无缝续贷”服务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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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发布 视界千岛湖

深化推进“六大攻坚战”

破旧立新“两高”发展

距离开幕还有 天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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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虐炼千岛湖——2019

中国青少年励志绿道挑战行”骑行

活动成功举行，来自北京、广州、深

圳、合肥、济南、郑州6大城市以及

省内的50多位青少年共同参与励

志骑行体验。

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主办，腾

讯·大浙网承办，活动秉承为青少

年打造励志道、成长道的初衷，注

入更多文化内涵，同时向社会倡导

低碳环保、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这次骑行活动邀请了法国自由式

自行车全国锦标赛季军、千岛湖旅

游国际推广大使Fabrice参与，为

骑行的孩子们加油鼓劲。

骑行过程中，孩子们勇于挑战

自我、挑战身体极限，享受骑行过

程。一路上大家结伴而行、奋勇向

前，穿梭在千岛湖畔，当天他们骑

行的背影也成为了千岛湖最靓丽

的风景线。

如今，绿道骑行已经成为千

岛湖休闲度假最受欢迎的项目之

一，千岛湖励志绿道骑行的连续

举办，为千岛湖绿道注入了更加

深刻的文化内涵，让这条“世界级

绿道”变成了一条人人向往的“励

志道”。

在“最美绿道”上绽放青春
2019中国青少年励志绿道挑战行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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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果”照亮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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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县委书记黄海峰主

持召开秀水节专题研究会议，研究

部署第十届秀水节推进工作。

县领导董毓民、管国良、余红

英、李浙峰、占志明参加会议。

千岛湖秀水节“因水而生”，自

2001年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迄

今已举办九届，在国内节庆活动中

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此次秀水节

以“秀水狂欢·共庆华诞”为主题，

在广泛征集、认真梳理、精心挑选

的基础上，初步选取了千岛湖创投

创客马拉松、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

高峰论坛、大学生旅游节、城市会

展发展大会等十余个活动，进一步

彰显淳安一流的生态环境、丰富的

旅游资源、多元的休闲元素、深厚

的文化积淀，将极大提升千岛湖的

知名度、美誉度。

黄海峰指出，要遵循中央省市

关于办节的原则和要求，结合淳安

当前实际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政府

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宣传、形成共识，引导发展一

批大健康、旅游度假、运动休闲、文

化创意等深绿产业。

黄海峰强调，要策划好。要深

刻把握背景，进一步优化完善活动

方案，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规范节庆

活动的要求，围绕当前喜迎新中国

70华诞、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建

设、高铁红利释放、“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等背

景因素，精心做好秀水节活动筛

选、融合的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

级；要盯紧目标任务，坚持主题化、

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群众化、

品牌化方向，坚定不移做精做优做

强节庆品牌；要明确工作基调，突出

绿色、节俭、融合、创新、精选、安全、

文明的办节理念，让更多人感受千

岛湖的魅力；要丰富节庆内涵，聚

焦“秀水共护”“秀水共兴”“秀水共

享”三大板块，进一步彰显淳安以更

高标准保护绿水青山、更高质量实

现金山银山转化的信心决心，全力

营造“主客共享”的休闲氛围。

黄海峰强调，要组织好。牢固

树立“安全办节”的理念，抓实抓细

各项保障工作，确保节庆活动安

全、和谐、有序，奋力推动各活动

“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

花”。要宣传好。围绕节庆主题和

重点，精心策划开设专栏专题，统

筹好内宣外宣、网上网下，推出更

多接地气、有特色的节庆报道，同

时要加强节点广告布置，引导全县

上下积极做好清洁城乡、工地管

理、文明创建等工作，营造欢乐祥

和、喜庆温馨的节日氛围。要协调

落实好。秀水节秘书处、各责任单

位、群团组织要对照工作要求，统

筹协调到位、履职尽责到位、保障

配合到位，在节庆活动安排和保障

服务供给上切实考虑群众需求，确

保秀水节活动安全、有序、出彩。

我县召开秀水节工作专题研究会议
黄海峰主持并讲话 董毓民参加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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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婧
··

为切实做好“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信访维稳保

障工作，全力推进信访矛盾化解

攻坚，确保社会稳定，9月9日，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郑志光

带队开展信访维稳工作专项督

查。

郑志光先后来到千岛湖镇、

威坪镇和梓桐镇，通过召开座谈

会听取汇报、现场电话抽查包案

领导、工作台帐记录检查、网上核

查等方式，对三个乡镇的信访维

稳工作进行督查。

在听取相关汇报后，郑志光

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各乡镇在信

访维稳方面取得的成效。他指

出，全县上下要更加清醒警觉、更

加落实落细，切实保障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庆祝期间社会稳定。

要严格执行制度，按照安保等级

响应、应急预案和责任分工等制

度要求落实责任，从严从细从实

抓好信访维稳各项工作，不折不

扣将信访维稳各项制度执行到

位，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全稳定，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作出积极贡献。

郑志光强调，要严格排查管

控，深入排查社会矛盾风险，及时

研判信息，精准施策。要加强部

门联动，推动信访案件的化解进

度。要严格源头治理，着力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全力做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信访维稳工作
郑志光带队开展专项督查

政务要览

◎9月10日，汾口中学举行建校80周年倒计时揭牌仪式暨教师节表彰

大会，县领导汤燕君、余红英参加。 （记者 汪苏洁）

◎9月9日，县中医院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举行合作办医第二轮

签约仪式，县领导余红英出席。 （记者 唐家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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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枫树岭镇横山村，三棵百

年枫杨守护着村庄，近百株60余

年树龄的枫杨树群分布在白马溪

两岸，树冠分散，树形斜卧，倒影

水中，宛如一幅梦幻般的山水画。

白马溪上下游建有防洪堤，

但横山村河段却一直保持着原始

状态。“这些树大部分是老一辈修

路时种下去的，村里一直保护得

很好，十几年前农村都是柴火灶，

大家即便跑到十公里外的山上砍

柴，也没人到这里砍个树枝”。说

起这些树，横山村书记魏桂花很

是感慨。

自去年枫常公路改建工程开

工建设以来，枫树岭镇的群众欢

呼雀跃，他们期盼多年的交通状

况即将得到极大改善。在项目前

期，横山村路与溪之间的这排大

树成为关注的焦点。面对往外拓

砍树伤景不花钱，往内拓征地拆

迁要赔偿的取舍，县、乡、村三级

干部一致认为要保留这道几十年

积淀的风景，这一观点也得到横

山村村民的认同。村书记魏桂花

带头签订了拆迁协议，仅仅花了

18天时间，村里的10幢农房拆

迁和20余亩土地征用工作全部

完成。

为了建设这条高品质的生态

工程，我县建设单位始终把生态

保护放在第一位，注重民生需求

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公路景观设

计和自然景观相融合，施工过程

中坚持优化设计、文明施工、环保

施工的做法，以高标准、严要求，

打造畅通、安全、舒适、美丽、生态

的精品工程。

该工程建成后将使淳安南部

片区与衢州和杭新景高速的“沟

通”得到强化，是下姜村及周边地

区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富民之

路。

树是生态景 路是富民路

枫常公路改建工程为树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