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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览

8月11日0-24时，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菲律宾输

入），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喀麦隆输入），入境后均全

程受控转运至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安置点实施医学观察，核酸检

测阳性后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截至11日24时，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9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1例）。 （来源：健康杭州）

疫 情 情 况

◎8月12日，全县纪检监察“铁军战士”队伍建设大会暨“争当‘重要

窗口’建设排头兵”演讲比赛举行，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徐

恒辉参加。 （记者 郭佳）

记者 王筱倩 通讯员 付丽莉
·· ··· ··· ···

初秋的阳光，给海拔1000

米的屏门乡金陵村增添了生

机。由18个瀑布组成的瀑布群

从崖顶翠绿的山林中倾泄而出，

流过田野，依偎在金陵村身边。

迎着微风，明快的弹唱乐声和欢

笑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农家小

院、精品民宿里游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淳安始终秉承“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利

用良好生态优势，进一步完善

“一城一湖一圈两极多点”格局，

做精湖区游，做深城市游，做特

乡村游，以增加百姓收入、鼓起

农民腰包为落脚点，唱响全域旅

游发展大戏。

顶层设计政策引领
摁下全域旅游“快进键”

全域旅游代表着现代旅游

发展的方向，是一场具有深远意

义的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

一种新型的旅游业态“旅游+”在

淳安生根开花，注入全域旅游新

的内涵和活力。

为深入拓展旅游空间和延

伸产业链，政府以“有形之手”发

挥协调帮扶作用，市场以“无形

之手”搏击风雨，鲁能胜地、银泰

城(新城店)、阿尔法城、大白鲸水

岸城等一批体旅融合、商旅融

合、文旅融合项目落户千岛湖。

民宿、骑行、露营、研学、文创等

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悬崖玻璃

栈道、悬崖大秋千、沪马探险山

地公园、驴营地等一批广受游客

喜爱的强体验性旅游项目，一经

推出便迅速成为网红打卡点。

每年，全县举办国际泳联马

拉松游泳世界系列赛等大型赛事

10余场，千岛湖也是2022年杭

州亚运会的分会场，让游客共享

运动和度假之乐；“百源经济”落

地生根，姜家十里水果长廊、雪坑

源精品民宿群等休闲农业板块，

让游客来源可看、来源可乐、来源

可品；农夫山泉生产基地、千岛湖

啤酒小镇等国家和省级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循序发展，啤酒小镇更

是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丰富了千岛湖旅游内涵；《我们在

梦开始的地方》、《烽火芳菲》等影

视作品来淳拍摄制作，使文创产

业成为淳安旅游的“新宠”。

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也使

淳安成为了一个无边界的大景

区，给旅游环境治理带来前所未

有的挑战。我县积极探索，整合

公安、旅游、海事、城管等部门信

息资源，构建集“智慧服务、智慧

管理、智慧营销”为一体的智慧旅

游体系。依托城市大脑建设，聚

焦大数据赋能大旅游，开通10条

数字旅游专线，推出千岛湖菜单

式服务系统，实现千岛湖景区实

名制入园、扫脸入园和游船自动

排航，千岛湖景区成为全国首个

“无接触”数字景区试点，为游客

提供便捷的实时服务和引导。

这种旅游事业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也带来了淳安旅游事

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经济收入已

超两百亿，年均增长两位数以上；

以旅游为龙头的服务业已占全县

GDP比重的54.4%，逐步成长为

打造康美千岛湖的主导产业。

今年下半年，淳安再次吹响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号

角，这正是淳安旅游业转型升级

发展的生动实践。

串珠成链各美其美
勾画全域旅游“新蓝图”

在西坡千岛湖见到旅游活

动策划人杨武的时候，他正带领

一支来自阿里巴巴的团建队伍

入驻酒店。

“千岛湖是‘阿里的团建胜

地’，这已经是我今年接待的第

六批阿里团队了。”杨武说，千岛

湖迄今为止“零疫情”，七八月份

的旅游生意比去年同期更加火

爆，环千岛湖绿道的精品民宿更

是“一房难求”。

提及淳安全域旅游，离不开

绿道。至今，淳安已累计投资16

亿元，建成“环千岛湖精品绿道+

25条乡村绿道支线”的450公里

县域绿道网络。

淳安绿道的特点不仅多而长、

绿而美，还在于巧妙串联起了沿线

26个景区景点、5个风情小镇、75

个现代农业采摘园、1061家民宿

（农家乐）以及水上运动、露营基地

等产品。绿道沿途设置驿站、营

地、观景台等配套设施，为游客提

供贴心周到的服务。

同时，绿道已覆盖全县17

个乡镇300个村庄，受益农民30

余万，田园果园茶园、山村古村

渔村被四通八达的绿道“串珠成

链”，吸引游客从湖区涌向乡村，

初步实现“让游客住下来，把农

产品带出去，使农民兄弟富起

来”的目标，农家人也从“绿水青

山”中收获了“金山银山”。

界首乡严家村村民严守标

正是一位捧着旅游“金饭碗”的

老渔民。2007 年，厌倦“水上

漂”日子的老严趁着新房改建，

开起了民宿。如今，严家村发展

成为休闲、美食、体验、观光于一

体的网红打卡景区村，老严家也

多了不少吃饭、住宿、游玩的游

客。“去年一年，我们家大概有20

万元收入。以后嘛，肯定会越来

越好……”老严眼里满是对未来

的期许。

老百姓要富起来才能走上

持久发展道路，这也正是淳安推

动全域旅游的核心要义。“把美丽

的风景，变成人人羡慕的‘钱

景’。”淳安上下齐心协力，拧成一

股绳，朝着共同目标不断奋进。

借力全域旅游
千岛湖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记者 义永华 通讯员 宋鹏
·· ··· ··· ··

近日，我县鸠坑茶启动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该项目计划将鸠坑乡打造成具

有科学研究、旅游、文化为一体

的农业文化系统。

在启动申报工作前，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组

成的调研组，对鸠坑乡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进行了摸底调查，先后

考察了有机茶基地、茶博馆、茶树

王等，充分肯定了鸠坑茶的历史

地位，认为鸠坑农业文化遗产特

色明显，有较大的发掘潜力。

据了解，鸠坑茶文化历史悠

久，早在唐朝已列为贡品，称“睦

州贡鸠坑茶”；1959年，鸠坑大

叶种被列为全国十大茶树良种

之一，先后被原苏联、马里、几内

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十多

个国家引种；1984年正式认定

鸠坑种为国家级茶树良种，编号

“华茶23号”；2017年，获全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2016年，鸠

坑乡成为浙江省首个以茶叶为

主题的“有机茶小镇”建设乡镇。

鸠坑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鸠坑茶‘申遗’，将依托自

然与人文历史的资源优势，对鸠

坑茶的传统农业劳作技术与经

验进行有效保护。”

鸠坑茶启动申报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记者
··

江晓帆
···

通讯员
···

伊华军
···

近日，由县一医院17位医

护人员组成的党员义诊队，走进

枫树岭镇下姜村，开展大型义诊

基层行暨党员“三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就诊群众络绎

不绝，场面火热而有序。医护

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就诊的

群众测量血压、检测血糖等，分

析病情，讲解注意事项，认真解

答问题，并提供诊疗意见、预防

保健、健康教育等咨询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还特

别邀请到葛明华教授团队工作

站和孟旭莉名医工作室的专家

前来义诊，让广大群众在家门

口就 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服务。

78岁的丰公于人是枫树岭

镇红光村人，听说这次有名医专

家要来义诊，他便起了大早赶到

活动现场。

“老人家，您的眼睛可能需要

动手术，最好让家人陪您到县一

医院再仔细检查下。”站在人群中

汗流浃背的丰公于人，引起了医

护人员的注意，并主动迎上前去

了解情况，细致为丰公于人做测

量血压、血糖以及眼科等项目检

查，并叮嘱相关注意事项。考虑

到天气炎热，医护人员还特意开

车送丰公于人到枫树岭镇上的候

车点坐车回家。

县一医院党委书记陈秉宇

表示，今后还将以“走亲连心三

服务”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激发

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充分发

挥“医联体+医共体”优势，让基

层百姓切实享受到医改福利，进

一步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

福感，为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生

态特区魅力风景线提供健康

保证。

记者
··

汪苏洁
···

通讯员 方鹏程
··· ···

8月 11日，记者从全县三

季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例会上获悉，上半年我县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形势总体保持

平稳。

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

当，通过立足“安全+”模式，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注重防范未然，有

效应对自然灾害，健全体制机制，

逐步理顺应急体系，全力筑牢安

全防线，营造安全环境，全面助力

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

虽然当前安全形势总体保

持平稳，但我县仍面临很大压

力。下一步，我县将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意识，强化红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立足三年有所突破的总

体要求，全力推动淳安县第二轮

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落细落实，重点做好危险化学

品和矿山、加工制造类小微企业

等10个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同

时，以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不断

细化整治排查措施，对查出的事

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督

促整改，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

患，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

淳安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安

全生产基础。此外，我县将继续

加强实时监测预警、上下联动协

作，紧盯防台抗旱、森林防灭火

等工作不放松，全力防范应对各

类自然灾害。

筑牢安全防线
推动高质量发展

送医上门显真情
县一医院开展大型义诊基层行活动

编者按：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

江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科学论断。

随着“两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护美绿水青山，

做大金山银山，不断丰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

系，实现了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发展的目标。

本报今起推出“‘两山’实践在淳安”专栏，报道淳安深入践

行“两山”理念、矢志不渝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设全域美丽全

民富裕大花园的火热实践。敬请关注。

8月11日，县纪委监委、城管局、生态环境局、渔政局等职
能部门对千岛湖沿湖地带建设项目、涉水环保等方面情况进
行联合巡查和水质检测。

近年来，我县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既抓好监
督，又做好服务，从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增进民生
福祉，努力实现“水畅、水净、水安、水美、水惠”目标，守护好一
湖秀水。 记者 王建才

守护好一湖秀水

“两山”实践在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