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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森林防灭火工作，有效预防和减
少森林火灾发生，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浙江
省森林消防条例》和省市关于“护航70周年”大庆
期间森林消防安保的规定，特发布林区禁火令。

一、即日起至10月15日止，在全县林地及距
林地边缘100米范围内，禁止焚烧秸秆、烧灰烧
炭、烧荒烧草、炼山、焚烧垃圾、点火取暖、野炊烧
烤、吸烟、上坟焚烧香纸点烛、燃放烟花爆竹等一
切野外用火。

二、森林、林地的经营(管护)单位和个人，在其
经营(管护)范围内负有森林防火责任。各乡镇、各
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加强对禁火工作的宣传和引
导，加强对智障人员、儿童等人群的教育和监护管
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相关
规定。

三、违反本禁火令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
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机
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违反本
禁火令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禁火期间，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采
取有效的措施，加大宣传、巡逻和督查力度，强
化野外火源管理和查处，尤其是对重点区域、
重点地段、重点路口要派员严防严守。要做好
应急保障准备，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迅速组
织专业力量，采取果断措施，科学扑救，坚决杜
绝各类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五、本禁火令适用于全县所有林区。森林火
灾报警举报全天候值守，报警电话：64813351或
13588211661。

淳安县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1日

淳安县人民政府林区禁火令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序
号

1

2

不动产权证书或
不动产登记证明

号
淳房权证千岛湖
镇字第257766
号、淳房权证千
岛湖镇字第
257767号
淳安国用
（2014）第
002685号

淳房他证千岛湖
镇字第80112号

权利人

陈建国、沈业丽

陈建国、沈业丽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淳安

支行

不动产权利
类型

房屋产权证

土地使用权
证

他项权证

不动产坐落

淳安县千岛湖
镇阳光水岸度

假村1幢
3单元 1318号

千岛湖镇阳光
水岸度假村1幢
3单元 1318室
淳安县千岛湖
镇阳光水岸度

假村 1 幢
3 单元 1318 号

淳安县千岛湖畅通速递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2019年10月9日

公告单位：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10月9日

序
号

1

2

3

不动产权证书
或不动产登记

证明号

淳房权证千
岛湖镇字第
227750号

淳安国用
（2013）第
005183号

淳房千岛湖
镇他字第
63963号

权利人

倪萍

倪萍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淳安支行

不动产
权利类型

房屋
产权证

土地
使用权证

他项
权证

不动产坐落

淳安县千岛湖镇
千岛湖玫瑰园 1
幢 106室

千岛湖玫瑰园
1幢 106室

淳安县千岛湖镇
千岛湖玫瑰园 1
幢 106室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公告单位：淳安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2019年10月9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记者
··

汪苏洁
···

国庆期间，在中洲镇乘风源村老兵余昌立家里，

一群小学生围坐在他身边，认真的听他讲述自己的

抗战经历。

面容整洁，精神矍铄，93岁高龄依旧无法掩盖

余昌立的军人气息。说到抗战，聊到过去，余昌立有

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感叹。虽然年事已高，有些

人有些事已记不太清了，但这名曾经的战士仍努力

的打开记忆匣子，给孩子们讲着曾经在深山不停辗

转作战的抗日故事，想让孩子们记住这些峥嵘岁月，

记住那份历史的初心。

余昌立是一名机枪手，跟随部队辗转各地作战，

虽历经九死一生，仍不忘记那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的决心，“那时候的日子真是苦。现在政策好、生活

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们要好好珍惜。”余昌立给

孩子们寄语道，言语中夹杂着对美好生活的感恩。

学生们一个个竖着小耳朵伸着小脑袋认真地听着，

脸上写满了好奇。

听完故事后，孩子们纷纷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

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虽然未曾经

历那样的年代，但却被故事打动，高龄老人用亲身经

历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教育课，教会他们勇敢、

珍惜和感恩，更教会他们不忘初心、筑梦远行。

抗战老兵

烽火故事励后生

记者
··

程就
··

通讯员
···

金卫芳
···

“你们服务很细心，我们玩得很开

心。”这个黄金周，千岛湖东南湖区时

时“来”“往”顺溜，处处“情”“景”交融，

八方游客是赞声如潮。

一封现场写就的感谢信，叙述着

一个剧情的“反转”。来自上海的封女

士带着女儿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南湖区

旅游码头，打算乘游船前往桂花岛和

黄山尖游玩。过检票口时她得知，国

庆期间这趟航线已改为游艇送达，其

很久前网上预订的游船无法前往。封

女士顿时情绪迸发，放言要“投诉”。

东南湖区管理处负责人汪家勇热忱耐

心地听完了她的诉求，并向她们详细

介绍了该湖区旅游线路的布局和安排

情况，请其自行选择心仪的线路。尔

后陪同她们找到财务人员办理了船票

差价补偿业务，直至将她们送上游艇

前往目的地。玩得尽兴的封女士对此

感叹不已，当场取笔给“尊敬的千岛湖

景区管委会领导”写了封感谢信：在

此，我特意表达对千岛湖东南湖区工

作人员的诚挚感谢！由于你们在国庆

旅游高峰期的周到服务，给了我们极

好的心情，使我们感到千岛湖景区不

但景美，而且人更美。

一次贴心的现场护理，引发了一

场别样的感动。游客李先生着迷于千

岛湖美景，拍照时一不留神滑到在地，

导致小腿及手臂部皮外擦伤。正当他

“自认倒霉”时，在一旁执勤的海事人

员胡刚已经出现在眼前。他将伤者扶

至一旁坐下，一面表示歉意一面取来

疗伤药具为其处理伤处。十分专业的

操作与亲情般的服务使李先生感动不

已，回程途中依然是一路的点赞。

在国庆假期，拾物寻主、搀老扶

幼、不适护理、贴身引导等在东南湖区

成为常态，构成了另一道暖人的风景

线。

为了完美做好国庆黄金周的旅游

服务工作，东南湖区管理处可谓做足

了功课。开出了开发票、旅行社团队、

公交游船、公交游艇、包艇等专用窗

口，开启实名制电子售检票模式，并实

行智慧模式运作，在检票口通过刷支

付宝APP付款码直接入园，还可获得

直接免单的优惠，很多游客被“馅饼”

砸中而得到了意外的惊喜，充溢了景

区的节日喜庆。

东南湖区黄金周频演“情景剧”

记者
··

程就
··

通讯员
···

徐华健
···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

富文乡聚壁村曾诞生并活跃着一支红

色武装。

解放前夕的金萧地区处于浙赣铁

路金华至萧山段两侧，战略地位相当

重要。当时浙赣铁路以东，称为“路

东”；浙赣铁路以西，称为“路西”。富

春江以东，称为“江东”；富春江以西，

称为“江西”。

1948年9月5日，中共浙东临委

为了加强路西地区的领导力量，特派

张凡、李铁锋等十几位干部进入路西

工作。张凡等来到路西后，中共路西

工委即改为中共金萧工委，张凡任书

记。9月13日，中共金萧工委召开会

议，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金萧游

击支队，蒋明达任支队长，张凡任政

委。当年年底，浙东临委命令金萧支

队穿过浙西山区，打通与皖南游击队

的联系。

1949年1月16日，张凡政委率金

萧支队特遣中队100人，突出外线，进

行千里远征。部队穿越杭淳公路，沿

桐（庐）、建（德）边界进军，翻桐岭，于

20日到达淳安清平源（今富文）章坑、

聚壁村，在此，张凡政委宣布建立由

11人组成的江西武工队，由陈风江任

武工队指导员。当晚，张凡率主力翻

山向淳安十五都进发。武工队则沿原

路返回，晚上在桐岭山腰（今富文乡

属）宿营。从此以桐岭为中心展开工

作。

桐岭的西北麓是淳安清平源的重

坑、吴山、六联、廷章、漠川等村，西南

可出茶园镇。该岭山势险峻，地形复

杂，森林密布。岭顶和山腰有不少茅

棚草舍，居住着从外地迁来开山烧炭

的山民。他们缺衣少穿，勉强以玉米、

番薯、野菜充饥，生活非常贫困。

武工队在桐岭开展活动不久，就

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春节前一天

傍晚，武工队正在建德方山村一户山

民的草棚里，国民党浙保突击大队王

之辉部几百人，突然向武工队包围上

来，幸亏哨兵及时发觉，武工队迅即突

围，安然撤上桐岭。

武工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筹粮、筹

款、筹物活动，粮食除自给外，都救济

了贫苦群众，金银款项则上交支队

部。陈风江等队员还在清平源头石牛

栏办起了小型被服厂，以供军需。同

时灵活机动地破坏敌人的军事和交通

设施，扩大政治影响，逐步创立了一个

可靠的游击活动区，尔后配合大军解

放淳安。

《红色光标》系列报道之三十七

富文乡聚壁村

金萧支队江西武工队在此成立

记者
··

何柳青
···

通讯员
···

黄小华
···

国庆长假期间，淳安县地方海事处开展了辖区

在岗船员“酒驾”专项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对中心湖区码头、东南码头的旅游船

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在岗船员的酒精含量，严厉

禁止“酒后驾船”，并向船员宣传酒后驾驶船舶的危

害。据了解，执法人员共对30余艘游船和80余艘

摩托艇的船员进行全面检查，保障了国庆期间辖区

水上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海事处水上查“酒驾”

通讯员
···

童志荣
···

重阳节这天，屏门乡小陵村请上全村的17O余

位老人共度佳节。老人们忆今昔，话未来，说国运，

感党恩，兴致勃勃，其乐融融。村两委组成了专门的

服务班子，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共进晚宴，每位老人

都得到了米、油等节日礼品。

小陵村

百位老人度重阳

记者
··

江晓帆
···

通讯员
···

方芳
··

“现在一天能做三四十元，

等熟练后工资会更高，在家门口

做来料加工很方便。”正在学做

藤椅的寺林村村民王东凤自信

地说道。这是大墅镇新引进的

来料加工项目——藤椅编织。

在凌家驿站竹匠工作室，7

名竹匠艺人正在赶制灯笼。记者

发现，大多数从业人员是50多

岁，他们个个手脚麻利地在干活，

光滑的竹条在他们手中飞舞。“这

是从开化接来的订单，老板对我

们的手艺满意，也放心把订单放

在我们这里做，”余允省师傅笑着

说道。

行走在大墅镇的角角落落，

藤椅编织、灯笼制作等各类来料

加工项目“遍地开花“，并形成一

定的“气候”。据了解，大墅镇先

后组织近20名竹匠艺人赴安

吉、开化等地考察竹制品加工产

业，通过学习，不断增长见识，拓

宽视野。

下一步，大墅镇将推动技术

升级改造，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市场竞争力，在产品深加工上下

功夫，结合文创产业发展，与浙

江农林大学成立森工坊，不断加

大产品科技投入，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为大墅毛竹产业开发出一

片新天地。

大墅镇竹制品加工迎来新发展

记者
··

汪苏洁
···

通讯员
···

鲁志江
···

“多亏你们帮我们想办法、找地方，让我们能到

这里来卖猕猴桃，趁着国庆假期人流量大，能卖出去

好多，不用担心它们堆积在家里滞销。”这个国庆假

期，对于临岐镇仰韩村刘治鑫来说，是一次愉快的记

忆，因为有了县城市管理局城西中队党支部党员们

的暖心帮扶。

四年前，刘治鑫从村民手中承包闲置田地来种

猕猴桃和中药材等，往年猕猴桃，产量不大很快就能

销完。今年，猕猴桃进入丰产期，“甜蜜烦恼”也随之

而来，以往的销售方式只会带来滞销，让大量猕猴桃

堆积在家里卖不出去，这可愁坏了刘治鑫。

县城市管理局城西中队党支部的党员下乡交流

走访中，发现其他农户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于是，组

织了支部党员干部汇总、讨论之后，结合自身工作职

能，通过各方争取，以增加“农产品销售点”来解决农

户“燃眉之急”。

据悉，根据农户现实需求，结合“十一黄金周”旅

游高峰期管理实际，城西中队在千岛湖镇鱼街、渔人码

头和江滨公园等地点增设了3处“农产品销售点”，用

于帮助农户销售自己种植的猕猴桃、橘子等水果。一

方面通过借助区位优势，为农户搭建了销售平台，解决

实际困难，助力“消薄增收”；另一方面，通过引导流动

果农定点经营，规范了经营秩序，有效减少街面流动商

贩，保障节日市容有序，展示良好城市形象。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是要急民之所急，想民

之所想，服务好群众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通过

深入基层走访，了解困难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

对症下药，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城西中队党支

部书记方有政表示。

城管城西中队

帮扶很到位

程就点评

早起晚睡种果累，丰收之后又愁卖，有一群党

员早早看到了果农的无奈。他们走访知期盼，促

膝明障碍，用自身优势，扎起农产品直销县城的营

寨。为了鼓起农民的钱袋，他们责无旁贷。

淳安正能量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分公司淳安县临岐镇营销服务部
遗失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原件。许可证
流水号：0031358；成立日期：2003年9
月17日；机构住所：淳安县临岐镇渔市
路；机构编码：000015330127003。

特此声明。
2019年10月9日

遗失声明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遗失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石油分公司土地证壹本，编号：淳安
国用（2015）第000497号，声明作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淳安石油支公司

2019年10月9日

近日，杭州千岛湖永通电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永通扩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计划新上18条智
能高速电线生产线、5条电缆生产线，新增600万芯公里高密度带光缆生产线43条。该项目于去年9月启动
建设，计划今年12月底完成项目建设。 记者 杨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