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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游子心 共筑家乡梦
12 月 1 日 ，北 京 淳 安 商 会
2019 年会暨鹌鹑汇联谊会在京
举行。在京淳安籍大学生、北京
淳安商会会员及部分在京乡贤
汇聚北京大学校园内，凝聚游子
心，共筑家乡梦。
县委书记黄海峰致辞。
县领导鲁连美、宋立新、费
林建、余红英出席。
黄海峰说，近年来，淳安人
在北京的事业不断发展，队伍不
断壮大，许多同志走上了新的岗
位，学习、工作、生活都有了新的
进步。但无论事业怎么变化、岗
位如何变迁，大家挂念家乡、关
心家乡的赤子之心不变，一直用

各种方式关心、关注、支持家乡
的建设和发展。他代表淳安县
四套班子和 46 万父老乡亲，
向在
北京兴业发展的各位企业家、乡
贤、
学子表示亲切的问候，
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淳安发展的各位领
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他也希望北京淳安商会更
加关心家乡的发展建设，继续宣
传推介家乡，主动为家乡发展牵
线搭桥、
献智献力，
不断加强自身
建设，
完善工作机制，
不断壮大商
会规模、
扩大商会影响；
也希望各
位淳商、
乡贤、
学子始终保持淳朴
之心、
燃烧奋斗热情，
不断创造新
业绩、展现新气象。
黄海峰说，
家乡的面貌在变，
但我们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更加

美好生活的初心不变。近年来，
淳安秉承“大路大富、快路快富、
长路长富、美路美富”理念，持续
将交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中之重；为保护一湖秀水，制定
了高标准环境质量管理规范，实
施临湖地带综合整治，开展国家
级
“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
试点，
推行美丽系列创建；
为实现
生态富民，淳安孜孜以求将美丽
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亮点项目
纷至沓来，
全域旅游成果丰硕，
飞
地经济蓬勃发展；为追求美好生
活，
淳安大力推进民生实事建设、
深化改革创新，教育领域喜讯频
传，
乡村振兴高潮迭起，
群众的获
得感、
幸福感、
满意感显著提升。
黄 海 峰 说 ，淳 安 的 定 位 在

变，但我们破旧立新、砥砺奋进
的使命不变。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千岛湖配供水工程正式
建成通水和淳安特别生态功能
区建设推进，淳安将在新的机遇
变革和功能定位面前，对思想观
念、功能定位、发展路径、体制机
制等进行全方位重塑，发扬艰苦
奋斗的优良传统，切实扛起主体
责任，加快解放思想、大胆破旧
立新，积极拥抱新思维新理念新
经济，大胆探索新路径新业态新
模式，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饮用水源保护区、
“两山”理念践
行引领区、城乡融合生态富民示
范区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创新
先行区，用奋斗的汗水浇灌出更
加绚丽的幸福之花。
月 28
日，天气转冷，县重点项目 ——220
千伏浪川变电站建设现场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11
工 作 景 象 。 目 前 ，该 项 目 中 35
千伏户外配电装置基础计划本月底完成；主变压器基础完成浇
筑，
电气安装人员进场对基础、
预埋件的位置及标高进行复测，
计划 12
月底设备进场安装。
记者 王建才 通讯员 俞嵘 摄

12 月 4 日是第六个国家宪
法日，也正处第二个“宪法宣传
周”期间，我县将举行第六个国
家宪法日普法宣传活动。
据了解，今年的“12·4”国家
宪法日普法宣传活动继续与千
岛湖旅游“联姻”，县司法局和县
普 法 办 将 奉 献 精 美 的 普 法“ 套

餐”，举办“你我同行 法进万家”
千岛湖绿道骑行活动和“12·4”
国家宪法日大型法治展会及法
律咨询活动。
本次“你我同行 法进万家”
千岛湖绿道骑行活动以最美骑
行绿道——千岛湖骑行绿道为
主阵地，选取了千岛湖慢生活广
场到贝欧驿站这一“黄金”路段，
起点布满各种法治宣传内容，沿

线插满印有法治宣传标语的刀
旗，紧扣“法治+旅游”的淳安特
色，将骑行绿道这一元素与普法
载体相结合。12 月 4 日上午 9
点开始，100 余名佩带法治宣传
特制绷带的特殊“骑手”将在绿
道上“驰骋”，将此处变成一条可
看 、可 玩 、可 学 的 法 治 骑 行 绿
道。市民游客也可到现场参与
活动，让大家在游中玩、在玩中

学、在学中乐。
当天，还将在千岛湖广场举
行“12·4”国家宪法日大型法治
展会及法律咨询活动。全县 31
家重点普法责任单位现场设法律
咨询点，
发放法治宣传手册，
为群
众答疑解惑。50 块制作一新的
普法宣传展板，使人们既能了解
我县法治建设累累硕果，又在参
观浏览时学到法律知识。

“鸠坑茶”
“淳木瓜”

淳安
“中医药文创产品”
首次入围全国大赛
通讯员 方耀 记者 唐家凯
··· ·· ·· ···
近日，由县委宣传部、县一
医院推荐申报的鸠坑茶和淳木
瓜系列本草气泡弹高科技文创
农产品成功入围首届“全国中医
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实物类文
创产品，这也是我县“中医药文
创产品”
首次入围全国大赛。
首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
设计大赛”由中医中药中国行组
委会主办，旨在共同推动中医药

文创产品融入当今生活，吸引更
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关注、了解
和传播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扩大
中医药文化传播力。大赛启动
以来，全国各地共推荐了近 500
件（含系列）中医药文创作品，经
过专家评选最终有 158 件作品
入围（其中实物类 94 件、设计稿
类 64 件），我县的鸠坑茶、淳木
瓜本草气泡弹系列位列其中。
据介绍，鸠坑茶和淳木瓜系
列本草气泡弹高科技文创农产

品，深入挖掘淳安悠久的宫廷养
生文化，采用宫廷御用护肤美颜
秘方，
并引进国际尖端技术，
将鸠
坑茶、
淳木瓜、
桑枝叶等萃取物和
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研发制成鸠坑
茶和淳木瓜本草气泡弹等系列高
科技文创农产品。这批系列产品
由浙江老字号茶树王御茶园和佳
蔚企业研发生产，并按照主办单
位的评选标准要求，采用“一产
品、
一故事”
进行创新包装。
“利用淳安丰富独特的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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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毓民参加

国家宪法日 我县普法宣传活动即将启幕
通讯员 方雨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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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岐中药名镇产业项目集中
签约、开工、投产活动举行

北京淳安商会 2019 年会暨鹌鹑汇联谊会在京举行
黄海峰出席并致辞
记者 杨奇
·· ··

视界千岛湖

地道地鸠坑原种茶与淳木瓜、山
茶油等资源，通过科技创新融入
现代高科技工艺研发生产的功
能性系列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精美的
外包装，既环保又可当做家居的
小装饰品循环利用。”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大赛设
有中医国礼文创特别大奖、最佳
设计奖、优秀“中医礼物”奖等奖
项 ，我 县 入 围 系 列 产 品 已 积 极
“备战”参评，争取获得好成绩。

记者 郑文彬
·· ···
为深入实施
“中药名镇”战略，
推进国家级中药材农业产业强镇
创建，加速布局中药材产业全产业
链，12 月 2 日，临岐镇举行中药名
镇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
活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中国中药协会书记房书亭致贺辞。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参加
项目投产仪式，宣布药通网标准仓
储等六个项目开工，并为淳安县汉
广中药材初加工有限公司揭牌。
副县长商松懋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签约了维鼎生物、膜
佳科技、养生国际村、中医康养培
训基地、淳恩植物工场、中药材生
态气象研究及应用等 6 个项目，集
中开工李时珍广场商旅综合体、药
通网标准仓储、中药材冷库、中医
药文创街区、盈铭深冷二期、紫槽
岭千亩道地药材立体种植区等 6
个项目，投产汉广中药材初加工
园、
“淳六味·东篱菊”精品民宿、崇
德国医馆、怡居康养房车营地、淳
六味道地药材种植追溯基地、中医

药实践教育基地等 6 个项目，总投
资达到了 4.445 亿元，涵盖了中药
材一、二、三产提质发展的各个领
域。
近年来，临岐镇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中药材产业的发展，通过建设
中药材交易市场，举办药交会，打
出了
“淳六味”品牌，三年市场交易
额超过 10 亿元，临岐这一辐射浙
西的中药材产业集聚区正在加快
形成，中药材富民迈出了坚实步
伐。
目前，淳安正处于
“两高”发展
的黄金期，全县紧紧围绕“特别生
态功能区”建设，蹄疾步稳推进乡
村振兴，致力发展康美产业，全力
推动
“两山”
高水平转化、康美千岛
湖高质量发展。中药材产业作为
淳安的特色主导产业之一，已形成
规 模 化、品 牌 化、产 业 化 发 展 格
局。
“淳六味”道地药材在全国业界
已形成良好口碑，全县中药材年产
值 4 亿余元，其中主产区临岐镇年
产值已达到 3 亿余元，拥有基地 6
万余亩，中药材已经成为淳安消薄
增收的主力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绿色引擎。

县人社局举办
“三服务”活动专场招聘会
记者 张婧 汪毅华
·· ·· ···
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搭建公共就业服务
交流平台，促进支持高校毕业生、
退伍军人、
“ 双低人员”、农村富余
劳动力及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就
业，
11 月 29 日上午，
县人社局在千
岛湖镇时光心宇小广场举办淳安
县
“三服务”
活动专场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共有 40 多家企业
参加，提供岗位 327 个，主要涉及
餐饮店、服装店等服务岗位，合理
的薪酬待遇，完善的管理制度，吸
引了不少求职者前来
“围观”
。
参加的企业商家中，部分即将
入驻千岛湖银泰城，为银泰城开业

做好准备。千岛湖银泰城综合部
经理徐阳表示：
“ 我们通过这次招
聘会把人手招足，也为银泰城日常
管理提供了人才保障。”
招聘会现场设置了两个区域，
除了就业招聘服务区，还提供了一
个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服务区，邀请
县育才学校等县内多所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为市民进行
一对一的技能提升政策宣讲解读。
县人社局就创职建科科长陈
卫刚介绍：
“我县计划在 2019 年到
2021 年三年时间里投入 2100 万
元资金，每年为 5000 余人开展技
能培训，主要针对企业职工、失业
人员，以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贫
困家庭的劳动力就业。”

我县开展医保定点单位
年度考核工作
记者 汪苏洁
·· ···
11 月 29 日 ，我 县 部 署 开 展
2019 年全县医保定点单位年度考
核工作，
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违法违规行为。
考核中，县医疗保障局等单位
对县内医保定点机构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生的医保服务行为及
涉及的参保人员进行联合检查，
重
点检查定点机构欺诈骗保和各种
违反协议约定行为。切实强化基
金监管，逐步实现县内医保定点机
构监督检查全覆盖，对查实的违法
违规行为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形
成威慑，使欺诈骗保行为得到有效
遏制。
据悉，县医疗保障局成立以
来，已开展多次打击欺诈骗保行

动，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2 家，暂停
医保服务协议 23 家，责令整改 14
家，追回医保基金 74.08 万元，严
厉打击了欺诈骗保行为，但仍有部
分定点医药机构存在过度医疗、收
费不规范甚至提供虚假医疗服务
等欺诈骗保行为。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
钱”，下一步县医疗保障局将把
“打
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作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重要抓手，从完善医保执法监
管体系、加强医保医师协议管理、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强化部门
联动执法、推进智能化监管等方面
入手，进一步加强对医保定点单位
的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为高水
平建设特别生态功能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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