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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万元党费庆祝
“建党百年”
通讯员 魏荣华
··· ···
近日，有关千岛湖镇望湖社区 88
岁老党员“交 10000 元特殊党费感恩
党组织”的消息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催人动容。
这位 1934 年出生的老党员叫任
咸元，已有 65 年党龄。他曾是老遂安
人，后在汾口片工作，现老两口均住
在 县 城 某 养 老 院 。 据 其 回 忆 ，解 放
初，他 17 岁就担任村团支部书记，期

间报名征兵，因体重太轻没能如愿。
19 岁担任乡文书，20 岁后开始担任
副乡长、乡长职务。在党务工作中摸
爬滚打了 20 余年，
直到 1983 年退休。
当问及此次交特殊党费一事时，
任
老动情地说：
“我是一名党员，
是党培养
了我，
是党的政策好，
让我们在晚年过
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虽然我现在
已经80 多岁了，
但我依然初心不改、
永
远跟党走。人可以退休思想坚决不能
退休，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也要尽

我所能为新时代的发展添彩助力。
”
任老的老伴今年 78 岁了。提到
交党费的事，老人笑意浓浓地只说了
六个字：
“ 尊重他，支持他。”据她介
绍，任老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
坚持 5：30起床，
每天坚持运动，
每天坚
持看报纸，
有时还要到图书室里去看。
晚上 9：00 睡觉，哪怕是睡不着也要躺
在床上。一直以来，
任老的生活都很节
俭，
以前没来养老院时，
家里吃的蔬菜
都是他自己种的。现在两夫妻吃住都

在养老院了，
三个子女每半个月就来看
望他们，
算是真正安享晚年了。
“ 任 老 ，我 们 代 表 组 织 感 谢 您 ！
也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按规定按程
序尽快把您的这一份‘心意’上交给
党组织。希望您一定保重身体！”接
过这笔特殊党费后，社区党务工作者
感动之余，当即向老人作出了保证。
临走前，任老还再三叮嘱：
“今年是建
党百年，社区有活动也记得通知我一
声，我也要来参加的。”

浙皖党员
同堂联学党史
近日，淳安千岛湖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党员和安徽省休宁县璜尖乡机
关支部党员，共同举行了一场“联学党
史 初心如磐”的党建联盟活动。党员
们共同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纪念馆，并邀请县党史办专业人
士为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的党课。浙皖
党员们纷纷表示，联学党史、共宣誓词、
重温历史，让自己的初心如磐。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余剑锋

千岛湖高铁站日客近万

通讯员 吴祥丰 江林奎
··· ··· ···
近日，县林业局威坪林业中心站与威
坪镇三坦村签订党支部共建备忘录，正式
成立党建联盟。
双方将以此为平台，实现党建优势互
补，以党建促业务，努力形成部门带乡村，
共同发展的党建工作新格局，重点帮助三
坦村解决林业产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难点
和突出问题，帮助三坦村实施好“强林兴
村”工作。

红色营养壮少年
通讯员 余荣晓 洪女涵 记者 方婷婷
··· ··· ··· ·· ···
走进红色热土，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
色基因。清明节期间，我县各地纷纷组织
活动，缅怀革命英烈，学习红色历史。
屏门乡中心小学组织学生开展红色主
题实践活动，
通过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
缅
怀革命先烈，
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培育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师生们来到隐将村章泽民烈士墓，
清扫落叶，拔除杂草，共同追忆革命历史。
活动以“学+行”的方式，让学生感受革命
前辈的奉献精神和爱国精神，珍惜革命前
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将感恩
之心转化为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由少年先锋队淳安县工作委员会主
办，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建党百年
致敬先烈——红领巾清明节主题教育活动
日前举行。20 余名来自千岛湖镇的少先
队员代表和中洲镇厦山村的少先队员们一
起，来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纪念馆，
缅怀先烈，
重温历史。
少先队员们来到中洲镇厦山村泰厦自
然村纪念碑前，大家整齐站立，敬献花篮，
缅怀先烈。走进纪念馆，大家聆听讲解员
讲述光辉的历史、英雄的事迹，在追忆历史
中，感悟英雄精神。

汾口林业中心站
铲毒很果断
通讯员 周可易 刘敏
··· ··· ··

近日，在汾口镇章姚村的村后菜地里上演了一
堂用
“地”为证、以
“案”说法的禁种铲毒警示课。
在现场，县林业局汾口林业中心站的执法人员
与汾口派出所的民警一起，边拔除村民零星种植在
农田里的罂粟苗，边宣传讲解对罂粟植物的识别，
种植罂粟的危害、后果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
条款等等。执法人员的现场说法，使当事人和围观
的上百名群众都受到了教育，也认识到了个人私自
种植罂粟应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大家纷纷表示，自
己绝不能触犯此事。
自三月份全县开展“清风行动”暨野生动物保
护执法检查和禁种铲毒工作行动以来，汾口林业
中心站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以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为重点，坚决遏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为。
同时，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
行为，在辖区内“橫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方位、全覆
盖，不留死角进行摸排走访检查，发动群众积极举
报、提供线索。
截至目前，该站执法人员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有
力支持下，共检查辖区汾口、中洲、姜家、浪川 4 个
乡镇的大小农贸市场 14 处，餐馆饭店、农家乐 72
家。与当地公安部门紧密配合，检查辖区 91 个行
政村庄的农田、菜地等易种植罂粟的地方，发现一
处有种植罂粟 13 株的事实现象，当即予以铲除。
期间共发放《野生动物保护法》法规和禁种铲毒宣
传资料 700 余份。

交通安全知识课
聚焦环卫

清明小长假，千岛湖高铁站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到站近万人。千岛湖站
派出所采取多项举措精心部署节日期间铁路安保工作，确保广大群众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通讯员 洪淳 记者 唐家凯

林业局与三坦村
党建结盟

综合新闻

通讯员 徐望华
··· ···
日前，县市容环境卫生保障中心携手交警大
队，举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国卫复评）推进会”，为环卫全体一线驾驶员讲解
最新黄牌车安全交通规则，传授安全文明知识。同
时，交警还对驾驶员所提出的相关疑问进行耐心解
答，以生动实例警示大家，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美
容师”的文明素养和意识，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提供保障。

管家文化礼堂
茶香伴歌舞

假期进出城车流量近 26 万辆次
通讯员 方小毅
··· ···
受高速免费通行、返乡祭祀及
淳安疫情低风险等因素“刺激”，清
明小长假期间，我县人流、车辆大
幅增加。交警大队科学疏导，精准
管控，小长假期间全县车辆进出城
总流量达 259424 辆次，其中进城
131703 辆次，出城 127721 辆次。
共接交通事故报警 101 起，同比下
降 34.41%。未发生长时间大面积

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道路交通事
故。
清明小长假期间全员屯警路
面，重点加强墓区、景区道路交通
管理。各辖区中队每天组织不少
于一次酒驾整治，对农村道路加大
弯道实线超车及其他重点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节假期间共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35 起，涉酒案
件 2 起，无证驾驶案件 1 起。在昌
文线发生大范围山体塌方致使交

通中断的突发情况下，立即联动交
通、应急等部门发出警示，并专门
安排 6 名警力组织现场分流。
此外，为确保浙 A 区 域 号 牌
办理进度，网办中心继续实行早 8
时至晚 10 时 14 小时工作机制，并
安排 2 名工作人员专人现场指导
或接听咨询办理电话。三天共受
理 184 辆机动车提交的数据资料，
顺利为 141 辆机动车办妥区域号
牌。

清明小长假车站客流呈
“牛市”
通讯员 邵文才 钱一帆
··· ··· ···
清明小长假期间，县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队、运输服务中心、
运输企业、汽车客运站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保障了节日道路运输安
全、有序，旅客出行便捷。
据悉，清明小长假期间，全县
各车站均实行长态化防疫，同时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优质服务活动。

千岛湖客运中心和客运总站在推
行网上售票的同时，各车站增设了
售票窗口，延长了售票时间，设立
节日咨询处。城区主要线路加密
公交班次及增开了高铁快速车班
次，车站组织服务小分队忙碌在整
个节日之中。
据统计，清明小长假期间，各
汽车客运站共发送班车 0.1951 万
班次，输送旅客 3.7718 万人次，与

2020 年同比上升 66.14%；铁路共
输送 2.8214 万人次；高铁接驳共
发 送 313 班 次 ，运 输 1.2423 万 人
次，与 2020 年同比上升 156.99%；
千岛湖城市公交共发送 0.2482 万
班 次 ，运 输 13.3752 万 人 次 。 与
2020 年同比上升 188.50%。未发
生安全责任事故和客货滞留现象，
以及无序竞争和重大投诉事件，全
县节日运输呈现平稳顺畅态势。

通讯员 叶德喜
··· ···

连日来，每当夜幕降临，王阜乡管家文化礼堂
里，灯光璀璨，歌舞阵阵，欢声笑语盈耳，掌声此起
彼伏。这是当地妇女白天采茶，晚上聚集，在县文
化馆辅导员指导下，精心编排文艺节目。
入春以来，土地翻耕，春粮播种，基地整理，果
树培育，茶叶采制，农事繁多，当地渐进农忙季节，
但该村的文化礼堂一直未闲着。据了解，为了收
成，村民们白天农事繁忙，甚至晴雨无阻，但每当夜
幕降临，文化礼堂里唱唱歌，跳跳舞，放松放松身
心，活动活动筋骨，一直是他们的最爱。村书记管
辉东说：
“每天文体活动一阵子，晚上才能睡个好觉
子！”

遗失声明
遗失杭州众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公
司（91330127MA28WQD09）营 业 执 照 ，声 明
作废。
方高旭 2021 年 4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