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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集团
“生态铁军”秋点兵
通讯员 许梅琳
··· ···
日前，新安江生态开发集团在天
屿山和燕山林场举办 2020 年度森林
消防体能比武和引水上山实战演练，
该集团林渔战线的 130 多名森林消
防员参加了激烈的比拼。
开发集团肩负着管护千岛湖核
心景区 56 万亩山林的艰巨任务。下
属 10 个林场所管辖的林区均分布在
千岛湖沿湖周边地带，是千岛湖风景
旅游景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自 11 月起，我县进入第 34 个森林防
火期，
天气干燥，
加上砍柴烧炭和上山
祭祀人员增多，
林场护林压力陡增。
今年以来，开发集团结合“美丽
林场”创建，积极创新开展森林消防
工作。首先是提升硬件设施，集团总

部扩建了专业化消防设备仓库，更新
老旧设备，共配备消防车 10 辆、高压
水泵 16 台。10 个林场设立森林消防
应急作战指挥室，实现制度上墙、责
任制上墙、作战图上墙，提高应急作
战能力；其次是加强队伍建设，特别
是年轻梯队的培养，通过专业知识学
习培训、常态化体能训练测试、经常
性技能拉练比武，有效提升了队伍的
专业技能。连续两年参加全市森林
消防演练荣获第二名，展现出娴熟的
业务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同时，强化林渔联防，充分发挥
了渔政水上优势和林场陆地优势，有
效实现了资源共享、人力共享、信息联
享，使护林人护渔人联心、联情、联
动。1 月至今已经开展林渔联防 1000
余次，
及时发现和扑灭火情 2 起。

综合新闻

工贸公司首个
临时党支部成立
记者 方天卉 通讯员 关静雯
·· ··· ··· ···
近日，千岛湖临湖地带整治重点项目之一的威坪
东方水岸项目工地上，党员们个个笑逐颜开，庆祝临
时党支部的成立。这是工贸公司首个有组织、有计
划、有制度，由建设、监理、施工等参建各方的党员们
共同组成的在建项目临时党支部。
该临时党支部书记徐平表示，将党支部搬到项目
攻坚一线，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驱动力量，使党的建
设与企业改革发展同频共振，大大加快工程进度。
“现
在，我们党员每天都会对工人是否戴安全帽、是否执
行安全施工标准以及是否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巡
查，严格控制湖泊污染源进入临湖地带。
”
据悉，威坪东方水岸项目总用地面积 8345 平方
米，建筑面积 17733 平方米，共 173 户住宅。概算投
资 1.2 亿元，计划于 2021 年底建成并交付使用。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主题宣讲点子多
垃圾分类我来说
通讯员 邵诗冉
··· ···
近日，团县委开展“垃圾分类我来说”主题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高群众垃圾分类知晓率，增强群
众环境保护意识。
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团县委宣讲团成员向师
生们介绍垃圾分类的现状，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
分类方式方法等内容。号召大家积极践行垃圾分
类，将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进
行分类后，投放到指定颜色的垃圾桶中，养成好习
惯，共建美好家园。
接下来，团县委将联合相关单位，让垃圾分类
宣讲入校园、进企业，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鸠坑茶娃也
“参战”
巡回上演
“三句半”

浪川乡丰收稻田育少年

11 月 18 日，在浪川乡占家村水稻基地，来自该乡中心小学的师生们走
进大自然，在田间地头开展研学教育。通过收割水稻、手绘改造等丰富生动
的实践体验，加深对“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理解与感悟，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通讯员 汪绪海 记者 唐家凯

通讯员 倪明娟
··· ···

来料加工经纪人
直播带货拓新路
通讯员 王芳
··· ··
新冠肺炎疫情给来料加工增添了不小的难处，尤
其是外贸订单的搁浅更使企业发展难度加大。作为
千岛湖镇城东社区来料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唐晓玲尝
试着做起了抖音直播带货。抖音点击量、关注量直线
上升，不断的尝试终于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自从直播带货后，本地市场的需求量瞬间提升，
加上线下跑单位推销，许多单位慢慢了解了她的产
品。独特的设计、精致的手工，礼品袋成了单位活动
的一大标志，订单接踵而至，一些学校也开始订购她
们生产的帽子作为送给毕业生的礼物。
现在，已经身为县妇联村姑主播联盟副主席的唐
晓玲，通过网路直播提升了“巾帼带货、爱心助农”活
动的影响力。她决定报班学习更专业的直播技巧，争
取尽快开通淘宝直播间，重点瞄准“内循环”，把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

遗失声明
遗失车主:淳安县中大轿车维修有限公司,车牌:
浙 A2UA66 车 商 业 险 保 险 保 单 1 份 ，保 单 号 ：
605202020330126000214，声明作废。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武强溪
“水源净化”持续升级
记者 唐家凯 通讯员 谢航凯
·· ··· ··· ···
武强溪是千岛湖第二大入
湖水源，汾口镇位于武强溪畔，
集镇人口密集，每天通过汾口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注入千岛湖的
尾水近 7000 吨。近年来，汾口
镇围绕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
努力
提升空间规划水平，
不断推进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
一幅美丽的山水
林田湖草画卷正徐徐展开。
为了切实提升千岛湖入湖
水质，汾口镇党委政府依托独有
的数千亩武强溪滩涂资源，结合

美丽城镇建设，对荒芜滩涂、废
弃采砂场进行生态湿地修复，构
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打
造武强溪生态湿地，全力守好千
岛湖入湖口的
“最后一公里”
。
今年来，汾口镇又启动了湿
地二期水上森林建设，升级“净
化器”功能，围绕“泽、溪、花、滩”
四区块，打造“仙里花溪、秋芦飞
雪、霞波花海”三部分观光景点，
进一步打通沿武强溪湿地观光
休闲环线，有效促进生态系统功
能的健康发展，带动集镇及周边
村庄旅游业发展，实现城镇经济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通过对污水处理厂附近土
地进行人工湿地营造，实现汾口
污水处理厂尾水经湿地再处理，
由一级 A 标提升至国家地表Ⅱ
类水标准，形成以水质保障、生
态修复、景观营造、休闲旅游为
主的千岛湖综合保护示范区。”
汾口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武强溪
生态湿地的打造，吸引白鹭、松
雀鹰、灰背椋鸟等 130 种珍贵水
鸟稳定栖息，使生态与景观完美
结合，充分提升了汾口特有的田
园城镇风貌。

县妇联

“她生活”沙龙展巾帼风采
记者 汪苏洁 通讯员 潘丽珍
·· ··· ··· ···
日前，县妇联组织新商业女
性、鱼儿的家业主在宋村乡开展
“她生活”女性沙龙活动。50 余
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
同地区的精英女性齐聚一堂，就
各自事业、生活、理想价值等方
面进行探讨交流，以一次思想的
碰撞、情感的升华,充分展现新
时代女性风采。
本期沙龙围绕“社群+视频
号”这一主题，通过主题授课、瑜

伽晨练、创业分享、嘉宾交流、
“ 美 好 如 你·汉 服 秀 网 红 点 打
卡”
、
“自由如鱼·谈天说地”等形
式，深入探讨新商业女性共性
焦点话题。活动中，精英女性
们积极参与，踊跃发言。除了
工作和生活，大家还结合自身
的家庭情况，围绕家风建设对
家庭成员的影响与意义展开互
动交流分享，给在家庭教育、家
庭建设中存在困难和困惑的女
性指导和帮助。
“巾帼不让须眉，在创新创

业的热潮中，越来越多的姐妹以
女性特有的智慧、魅力和方式展
现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
神风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
彩，为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一笔
笔浓墨重彩的亮色。”县妇联主
席王红娟表示，妇联的工作就是
要发挥服务、引领、联系妇女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想创
业、敢创业、能创业的妇女姐妹
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和服务，
让她们体会到妇联“娘家人”的
温情。

七生
··

有感于﹃外卖小哥救人﹄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近日，鸠坑乡中
联村郑鸠公路沿线村鼓点阵阵。该乡中心幼儿园
的茶娃们敲锣打鼓，喊口号、演节目，好不热闹。
其现场表演的《垃圾分类三句半》节目更是赢得阵
阵掌声，小茶娃们还给村民们发放垃圾分类倡议
书，并告知垃圾分类的方法，这项活动得到村民们
的一致好评。

近日，辽宁一辆电动车失控
撞上桥墩引燃，外卖小哥飞奔冲
进火海救出同行的新闻在网络上
引起热议，
“好人有好报”
“
、为见
义勇为的大哥点赞”
“
、凡人英雄”
等，网友们纷纷点赞这位外卖小
哥。
监控视频中显示，在辽宁大
连高新黄浦路上，一蓝色外卖骑
手失控撞上路边的桥墩倒地不
起，这时电动车突然燃起了大
火，火苗迅速点燃了外卖小哥的
衣服，情况十分危急。此时碰巧
有一名黄衣外卖骑手路过此地，
他在发现情况后立即停车飞奔
冲进火海救人。经过一番努力
后，蓝衣外卖小哥被其从火海中
拉了出来，身上的火苗也被其及
时扑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
外卖行业。该行业不仅方便了
大家的生活，还增加了就业，每
当饭点我们总是能够看到穿梭
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近些年，这些外
卖小哥伸出援手的救人事件屡屡发生和被
报道，
“外卖小哥抬车救人”、
“外卖小哥救
轻生女子”、
“下跪救人的外卖小哥……”
等
等。这个职业值得我们去尊重，这些人值
得我们去友善对待。
然而，在当今社会，冷漠的人依旧非常
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笔者认为，
可以试
图打开自己的心，
为他人提供帮助。在帮助
他人的同时，
相信自
己也能感受到
“助人
为乐”
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