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日
前，浙江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公布了首批105家“长三角采摘
体验旅游基地”名单，青田绿湾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绿湾山庄）入选
了首批银果级“浙江省采摘旅游
体验基地”。

绿湾山庄是一个集生态养殖
种植、农耕体验、餐饮娱乐、趣味
运动会、亲子活动、企业素质拓
展、青少年体验式拓展教育、观光
游玩为一体的休闲山庄，于 2017

年入选浙江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

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两山
理论”，狠抓农旅融合，大力发展
农业生态观光游、农事体验游、果
蔬采摘游等旅游新业态，出现了
如“采摘经济”“花海经济”等新兴
旅游经济模式，让越来越多的人
吃上旅游饭。截至目前，我县已
创建青田乐园等7家省级旅游业
融合示范基地。

绿湾山庄入选“浙江省首批采摘
旅游体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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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一降到底，我担当你受益
——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

为支持实体经济和服务民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降低小微企业主融资成本，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推出
“普惠金融贷款”优惠政策。

额度高：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农户等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贷款，最高可达1000万元
成本低：月利率4.425%，押品评估和抵押登记费全免
审批快：开通绿色通道，享受专项规模

贷款资金不能用于购房、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股本权益性投资，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消费及投资行为。

详询各网点：温溪网点：李经理（636354） 东苑网点：吴经理（533603） 山口网点：叶经理：618433
水南网点：留经理（638820） 营业部：周经理（64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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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楚楚）昨日，
丽水市副市长、青田县委书记戴邦
和带领我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鹤
城街道各个社区，访民情、听民声、
解民忧，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二批主题教育走乡入村深化“三
服务”活动。

戴邦和一行先后来到鹤城街道
塔下、月里湾、东门、宝幢、新建岭等
社区。在塔下社区，戴邦和一行走
访了主要居民区，实地考察老小区
改造和美丽社区建设成果。在东门

社区，戴邦和一行走访了街道小巷，
现场查看环境卫生整治和沿街店铺
经营情况。在新建岭社区，戴邦和
一行参观了侨联涉侨矛盾化解中
心，详细了解社区基层矛盾化解的
具体举措。

每到一处，戴邦和都实地走访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听取社区
工作者和居民心声，围绕民生诉求、
基层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等难题，帮
助各个社区梳理清单、分析研判，针
对重点问题进行现场办公、现场解

决。
走访中，戴邦和指出，当前我县

主题教育全面推进，相关部门、街道
和社区干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将
开展主题教育和落实具体工作有机
结合，推动我县社区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聚焦民生问题，在有条件的
区域打造老小区改造、防盗窗规范
整治等工作的示范区，以点带面、稳
步推进，同时在小区停车、卫生长效
管理等问题上积极破题，持续深化
社区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营造更

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要聚焦基
层组织建设问题，深化社区党组织
建设和社区人才培养，切实提高社
区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群众满意度，同时要稳步提升社区
工作者综合待遇，落实好社区工作
的要素保障。要聚焦基层治理问
题，结合实际创新设置平台和调解
模式，加大宣传力度和人才培养，多
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确保“小事不
出社区”，进一步形成基层综治工作
合力。

访民情 听民声 解民忧
戴邦和开展主题教育走乡入村深化“三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玲晓）日前，
记者从县文广旅体局了解到，今年
国庆假期，我县各大景区营造了浓
浓的节日气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游玩，旅游市场迎来大丰收。据
统计，10月1至7日，我县旅游接待
总人数达 30.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5%，旅游收入21131.91万元，同
比增长22.18%。

从全县各主要景区（点）接待情
况来看，千峡湖、清真禅寺、小舟山、
太鹤山、千丝岩、石门洞、高市生态
乐园7个重点景区（点）实现门票收
入 165.9 万元，同比增长 5.56%。其
中，青田本地游客量相比同期增长，

免费人数达到3927人次，共接待游
客10347人次，实收门票收入39.7万
元；高市生态乐园滑雪场国庆期间
共接待 3632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73.2万元；千峡湖景区国庆期间共接
待9648人次，实现船票收入51.5万
元。

国庆期间，游客以青田及周边
的中短途客人为主，主要来自温州、
台州为主，但是宁波、上海、杭州、金
华、苏州等游客较往年有所增长。
出游方式以自驾游、家庭出游为主，
占了90%，公共交通占5%，旅游团队
约占5%。石门洞景区、千峡湖景区、
生态乐园滑雪场、石雕文化旅游区、

进口商品城、诗画小舟山等景点成
为国庆期间休闲旅游的热门景点。

赏美景、看表演、尝美食，前往
千峡湖生态旅游度假区观赏美景成
为不少游客的首选，微风之中，乘坐
游轮畅游峡湾是千峡之行的热门项
目。游客不仅可以饱览壮美湖光，
还可以观看一组精心准备的游船限
定节目，表演人员通过畲家迎客和
峡湾斗歌将畲民的热情好客与能歌
擅唱体现得淋漓尽致，让远道而来
的游客在互动玩乐中感受畲族淳朴
民风民俗。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乡村旅游
异军突起，特色民宿产品的床位出

租率明显高于普通宾馆酒店的床位
出租率，青田千峡湖智选假日酒店
10月1日至10月5日客房出租率以
及床位出租率都为100%。

此外，国庆期间，全县7家旅行
社均开展业务，期间累计组团数68
个，累计接团数32个，累计接团人数
1421人次。

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精心部署下，我县各景区景点客流
充足，景区服务良好，没有发生涉旅
突发事件，也没有接到游客投诉，实
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
一目标。

国庆假期我县旅游市场火爆

接待游客30.89万人次 吸金21131.91万元

本报讯（记者 徐佳佩） 日
前，我县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县委副书记陈铭出席颁发仪式。

仪式上，陈铭为获得纪念章
的离休干部颁发佩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并致辞。

陈铭首先代表县委、县政府，
向获发纪念章的老同志表示热烈
的祝贺，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广大
离退休干部表示重阳节的问候和
美好的祝福。

陈铭指出，各位离退休老同
志是党和青田人民弥足珍贵的宝
贵财富，是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先锋模范，是激励我们

实干奋进、拼搏进取的榜样标
杆。希望各位老同志身体力行、
当好表率，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弘
扬践行“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
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不忘
初心跟党走，继续关心支持青田
发展，为我县各项事业发展加油
鼓劲、建言献策，为青田经济社会
发展再添新动力、再作新贡献。

陈铭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
如既往地关心重视老干部工作，
做到在政治上尊重老干部、思想
上关心老干部、生活上照顾老干
部，努力使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

我县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本报讯（记者 徐佳佩） 日
前，全县百名书记“上讲台、谈初
心”暨兴村（治社）名师推荐对象
交流论坛在县文化会展中心召
开。我县村（社）党组织书记、各
乡镇（街道）组织委员参加。

论坛上，各村（社）党组织书
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
题、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内
容依次上台交流发言，交流兴村
（治社）经验。现场评委根据表现
逐个评分。村（社）党组织书记对

“如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娓娓
道来；有人结合自己的经历，分享
如何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中彰显
担当；还有人从自己身边的优秀
党员说起，诠释了如何在新时期

做好工作，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联
系等。

“这是一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洗礼，也给我今
后的工作带来很多启发。”鹤城街
道塔下社区党委书记许黎黎表示
收获满满，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全心全意为
社区居民服务，继续做社区居民
的贴心人。

据了解，此次交流论坛结合
了我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计划，发挥了优秀村
（社）党组织书记传帮带作用，提
升了广大农村（城市）基层干部担
负新时代改革发展重任的能力素
质，营造了基层浓厚的学习氛围。

牢记初心使命 实现担当作为
百名书记“上讲台、谈初心”暨兴村（治社）
名师推荐对象交流论坛召开昨日，青田县首届篆刻展

暨浙江青田之家公益基金会
篆刻振兴计划成果汇报展在
县会展中心展出，展出作品70
件，分集体创作和个人作品两
部分。集体创作内容有浙西
南革命精神主题创作、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创作、百廉
主题创作、石头宴主题创作、
太鹤山主题创作等，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张永益

本报讯 （记者 黄玲晓） 日
前，我县举行 2019 年最美退役军
人、最美军属发布仪式，集中展示
退役军人、军属牢记宗旨、拼搏进
取、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和良好
风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陈铭出席仪式。

今年9月以来，县委宣传部、
人武部政治工作科、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开展2019年寻找青田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军属”评选
活动。前期共收到37家单位推荐
的131名候选人参与评选，经过组
织推荐、遴选评审、综合审定网络
公示等环节，共产生10名“最美退
役军人”和10名“最美军属”。其
中，十佳“最美退役军人”分别是：
叶国剑、叶金海、邹延银、叶先平、
邹照凡、刘海云、许建飞、管发土、
连灵鸽、陈建成。十佳“最美军
属”分别是：马永琴、叶建彬、叶莉

丽、陈荣珍、宋貂、邱碎奶、金加
法、林妙、徐英群、蔡晓敏。

这“双十佳”中，有奋不顾身、
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有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创业典型，也有孝
老爱亲、敬业奉献的军属楷模。
伴随着热烈的掌声，20位“最美退
役军人”“最美军属”陆续登台，接
受奖杯和荣誉证书。

晚会现场还邀请了获得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章的三位老兵，林益鸣就是其中
一位。今年99岁的林益鸣，曾参
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太
原等战斗，面对自己征战的一生
老人感慨万千。“青田现在很多事
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
们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感谢
党带领我们走向了更好的生活。”
林益鸣说。

2019年最美退役军人
最美军属发布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玲晓）日前，
东源镇举办了一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会。不同于
之前的“高大上”的形式，此次读书
会显得十分“接地气”，全部班子成
员使用青田话来朗诵解读“两书一
章”，并进行现场录制。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主题教育
也要因人而异。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东源镇创新
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针对农村党
员群众文化程度低、学习能力弱，华
侨党员、两新党员、流动党员多的实
际情况，注重联系实际，用群众听得
懂、接地气的方言宣讲党政国策，依

托微信群、网站，加强在外流动党员
的学习管理，确保学习教育无缝隙、
零漏学。

“考虑到农村党员当中存在一
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党员，所以我
们通过用青田方言讲述的方式，把
总书记的原著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
们。此外，针对流动党员我们通过
微信群、网站等方式第一时间把主
题教育内容传递给他们。”东源镇党
委书记刘会荣说。

面向基层组织，侧重“接地气”，
而面向干部时，更侧重理性思考。
在专题学习会上，东源镇还特意邀
请县委党校高级讲师鲍剑忠面向全

镇党员干部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为主题讲
授专题党课。

鲍剑忠围绕聚焦“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从落
实“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等方面，一一做
了全面而生动的讲解。

“作为一名刚入职两年的基层
人员来说，从刚开始到现在肯定会
存在倦怠期，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
学习会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为民服
务的心。”东源镇村镇建设办工作人
员吴昊表示，今后将端正自己的服

务态度，以更饱满的姿态服务群众。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东源镇结

合乡、村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了为期5
天的集中学习活动，利用集中研讨
学、全面覆盖学、情境体验学等多种
形式，深化学习效果。接下来，东源
镇将继续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
认识，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学习，强化实际行动，做到“学
有所成、学有所用”，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在本职岗位上发挥所学所悟，让主
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方言课堂助力主题教育
东源镇创新学习方式抓实理论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