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情 情 况
9月14日0-24时，无新增确诊病例，截至9月14日24时，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19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3例）。 （来源：健康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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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政务要览

时下正是初秋时节，位于海拔600多米高的千岛湖镇金家自然村的高山水稻陆续成熟，层层梯田遍地染黄，宛如铺上一层“黄金毯”，线条分明的金黄
梯田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美丽田园画卷。 记者 王建才 杨波

近日，记者走进我县山核桃主产区，处处可见晾晒山核桃的场景。图
为瑶山乡幸福村的村民正在晾晒山核桃。 记者 王建才 汪苏洁

通讯员
···

王莉
··

近段时间以来，淳安千岛湖

旅游度假区内投资最大的建设项

目——鲁能胜地（亚运）项目施工

现场内，工人们战高温、斗酷暑全

力赶工，以确保按计划完成亚运

区块建设。与此同时，千岛湖旅

游度假区也正在全力以赴冲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千岛湖旅游度假区于1997

年经省政府批准设立，是我省第

二个省级旅游度假区。经过10

余年的规划与建设，千岛湖旅游

度假区现已初步形成了“一心、两

轴、三区”的旅游度假产业格局，

并将旅游度假区建设与生态文

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转型升

级、消薄增收等要素有机结合，走

出了一条保护与发展双赢的科学

发展之路。

“‘一心’是指综合接待服务

中心，‘两轴’就是淳杨线、千汾线

两条景观公路，‘三区’则是排岭

半岛山水文化度假区、进贤湾温

泉养生休闲区、界首康体运动体

验区，同时也开发出一批种类丰

富、具有千岛湖区域特色的高品

质休闲度假产品。”千岛湖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说，这些

产品以千岛湖的自然山水和人文

资源为依托，独特性、创新性强，

高品质休闲度假是一般旅游目的

地不具备或有着显著区别的，能

够满足各个时间点、各个季节和

各年龄段人群的度假需求。

同时，多领域举办国内外知

名赛事，以及精品化打造休闲度

假品牌，千岛湖旅游度假品牌形

象日益彰显，并相继荣获“国家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拓展区”

“2019年美丽中国首选文旅目的

地”“最具文化创意旅游度假区”

等荣誉称号。

2019年9月，省委省政府批

准设立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后，

千岛湖旅游度假区进一步强化

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制定了沿湖沿线巡查、湖长

制等一系列的制度，集中精力开

展沿湖沿线生态修复、植绿增

绿、临湖整治等景观提升工程，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22个，复绿

面积26.97万平方米，并在此基

础上，推动滨湖景观不断提升并

向公众开放，还绿于民、还湖于

民、还生态于民。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千岛湖

旅游度假区已经成为千岛湖旅游

产业转型发展和休闲度假旅游集

聚的主平台和主战场，而且在省

级旅游度假区综合考评中一直位

列前茅，发展处于全省第一梯

队。”千岛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负

责人表示，以争创国家级度假区

为抓手，旨在进一步创新千岛湖

旅游度假区的体制机制，完善功

能配套，提升管理水平，努力把度

假区建设成为高水平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标杆区、

全域旅游的示范区、乡村振兴的

先行区。

十年磨一剑 铸就新格局

千岛湖全力冲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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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开展以

来，县委编办注重全流程谋划、全

过程服务，从前期调研、方案制

定、机构调整、人员转隶一直到事

业单位登记完成，做到突出重点、

灵活应变、持续发力，确保全县事

业单位改革工作有序推进，用心做

好事业单位改革“后半篇”文章。

在督促机构挂牌工作中，县

委编办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将《关

于做好市县事业单位改革“后半

篇”文章的通知》精神通过电子办

公系统下发各单位，同时进行电

话宣讲答疑，把政策宣讲到位。

此外，分成三组，对涉改单位逐一

上门督查，现场指出问题，明确标

准，协助推进工作落实。动态掌

握机构挂牌工作进展情况，形成

半月通报机制，促进此项工作快

速推进。目前，全县123家单位

除6家因办公室调整搬迁及机构

改革调整等因素暂未挂牌外，其

他已经全部完成挂牌。

针对近期事业单位登记工作

出现小高峰、耗时长的特点，县委

编办及时调整人员力量，临时增

派人手，实行AB岗制度，实现登

记工作全时驻守；调整材料标准，

提高登记灵活度，整合精减登记

所需材料，并对同一系统的事业

单位材料，只需要一家提供原件，

其他可提供复印件。同时，调整

审核发证机制，在现场办理过程

中实行容缺办理机制，对非核心

材料不齐的可先发证，再补齐，确

保一次办成。

此外，县委编办针对事业单

位改革后人员转隶人数多、交流

量大、岗位调整面广的特点，对事

业改革编制、职数使用过程中遇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与组织

部门、人社部门沟通商讨，统一口

径，确保各单位用编用职“一路绿

灯”；通过灵活会议时间和方式，对

重要事项第一时间上会研究，尽早

批复，并以三定方案为标准严格核

对编制、职数，实时做好数据登记，

保证用编用职审批“零差错”。

县委编办用心做好改革
“后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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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打造百姓“家门口”的

品质工程、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近日，杭

州市旧改办、杭州市大气办、建德

旧改办和建德质监站联合对我县

老旧小区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进行

了检查。

这是一次市级层面的交叉检

查。千岛湖老旧特韵小区项目位

于千岛湖镇，共计改造小区14

个，改造建筑面积约41.85万平

方米，计划2020年完工。该项目

将结合千岛湖镇旅游城市特点，

以“主客共享”的理念着重保留小

区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淳安文

化韵味。

在施工现场，检查小组对每

个施工部位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检查内容主要为现场工人是否正

确佩戴安全帽、施工现场高空作

业工人是否系安全带、脚手架搭

设是否符合规范、施工临时用电

是否符合规范、施工现场围护是

否到位、高处作业防护措施是否

到位、防护通道是否规范、安全警

示标牌设置是否合理等。此外，

还查看了消防安全等相应的台帐

资料。

检查小组经过考核评分后，最

终得出结果：本次交叉检查评分为

优秀。杭千房产公司项目负责人

说：“通过这样的检查，让我们发现

自身有哪些不足之处。针对整改

意见，我们会高度重视并进行及时

的整改，真正让咱千岛湖的老百姓

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千岛湖老旧特韵小区
交叉检查获评优秀

高山梯田遍地染黄 勾勒美丽田园画卷

◎9月15日，我县校园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副县长余红英参加。

（记者 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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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废弃油脂不用自己想

办法清理了，今后专门有人上门

回收，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忧‘地

沟油’回流问题了，对餐厅也是一

份保障，我们要积极配合。”日前，

湖中湖酒楼老板徐晓忠在《淳安

县餐厨废弃油脂回收协议》上签

下名字，以实际行动加入了这支

“回收计划”的队伍。

而这份“回收计划”筹划已

久。餐厨废弃物尤其是餐厨弃油

脂的无序排放，不仅严重污染环

境，而且浪费资源，更有可能让黑

心商贩提炼成潲水油，重新投放

食品市场，危害市民健康。如果

通过统一回收处理，将餐厨垃圾

中的弃油脂、废水和废渣进行分

离“变废为宝”，无疑能在确保全

县人民群众、游客饮食安全和良

好的人居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因

此，针对涉旅餐饮行业的废弃油

脂处置利用的问题，我县决定探

索一条“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

会参与”的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

资源化利用之路。为了做到科学

的统一回收处理，经过多次调研

后，我县确定光大环保能源（淳

安）有限公司承担县内所有餐厨

废弃油脂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工

作。

为此，连日来县城市管理局

积极深入城区涉旅餐饮单位，引

导其与光大环保能源（淳安）有限

公司签订餐厨废弃油脂回收协

议，督促涉旅餐饮服务单位严格

执行餐厨废弃物台帐管理、分类

放置、日产日清和流向追溯等制

度，逐步建立了餐厨废弃油脂产

生、收运、处置的全程监控机制。

截至目前，县城市管理局收到了

350份《淳安县餐厨废弃油脂回

收协议》。

光大环保能源（淳安）有限公

司作为县内唯一一家具有完全资

质的易腐垃圾处置企业，在与旅

餐饮服务单位签订协议后，积极

投入清运垃圾车，开展上门收集

餐厨垃圾工作。

清运车司机程剑勇说：“现在

政府越来越重视餐厨垃圾的处理

了，能得到大家的关注，是好事。”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都能自觉

地爱护环境，诚信经商，尤其是这

样的餐厨垃圾，千万别再出现地

沟油、潲水油回流到餐桌上的情

况了。“现在，我们每天要跑各种

大大小小的餐饮店至少30多家，

试运行5天以来，平均每天能收

近1吨餐厨废弃油脂。”程剑勇每

天都会大致做一个统计。

“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相比，

油脂等有机物含量比较高，营养

元素丰富，具有很大的回收利用

价值，一旦我们餐厨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房全部完

工，1吨废弃油脂，加入相关添加

剂，可以产出近1吨左右生物柴

油，能广泛用于各工业项目，目前

还在前期开发、试运行中。”光大

环保能源（淳安）有限公司水处理

负责人余英军介绍，“提炼油脂之

后剩余的残渣，经过系统处理产

生电力和热力，将用于发电等项

目，基本上所有的餐厨垃圾，实现

了100%的循环利用，从源头上

杜绝了地沟油、潲水油重返餐

桌。”

“过去，由于对餐饮行业的废

弃油脂没有很好的利用方案，对

废弃油脂的去向监管也长期处于

滞后状态。如今，废弃食用油脂

定期回收后，实现了资源循环利

用，我们也将根据实际，持续强化

酒店、小餐饮店等涉旅门户的垃

圾分类检查执法力度，确保废弃

油脂等‘特种垃圾’规范处置。”县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餐厨废弃油脂正“变废为宝”
我县近400家餐饮单位加入“回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