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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照乡茶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本报记者 吴卫萍 通讯

员 叶瞡臖）沿着县城西南方向驱车十
几分钟，穿过隧道，就来到了闻名遐迩的
惠明茶主产地———澄照乡三石村。村子
四周延绵的青山种满茶树，村子里的茶
壶喷泉、茶青市场、茶产业街、茶香庭院
则和谐地组在一起，向人们诉说着独特
而又别致的茶文化，空气中也若有若无
地飘荡着茶香……

“这里茶文化非常浓郁，非常有特
色，早就想到这个茶城看看了，今天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来自温州的游客季女士
说。近期，一到节假日三石村便热闹非
凡，许多游客到这里爬茶山、看制茶、品
新茶、吃茶宴，流连忘返。

今年以来，澄照乡结合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把茶产业作为特色产业打造，

将“茶文化”充分融入到项目规划设计与
建设中，围绕“一市一带一园一馆”的空
间格局，建起了茶制作观摩厂区、茶文化
入口景观带、茶科普园、茶文化展览馆
等，全力打造茶旅融合的乡村样板。与此
同时，澄照乡还积极探索食旅融合之路，
推出以观光农业生态保健、休闲度假、特
色餐饮为一体的现代生态旅游服务。如
创新推出的“茶宴十碟”，在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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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
民宿、农家乐推广。

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地游人，民宿老
板钭淑萍既惊又喜。惊的是，以前村里从
来没有这么多外来游人，安静的小山村
热闹非凡。喜的是，自家的民宿生意格外
红火，节假日平均一天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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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收
入，这让她乐开了花。

据悉，澄照乡共有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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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三

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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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全村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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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户农户
种植茶叶，仅茶青交易一项就可年创收
()**

余万元，人均增收
$+(

万元。如今，
随着茶旅融合的发展，村民由原来的以
销售茶青为主转变成为知茶、懂茶、种
茶、卖茶、品茶的新型村民，茶叶经济收
入也在原基础上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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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今
年全乡新发展茶叶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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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
开茶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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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茶室
&

家。
“茶产业是载体，茶文化是灵魂，我

坚信，通过全乡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不
懈努力，茶旅融合将铺起广阔的乡村振
兴之路，‘幸福澄照、山韵茶城’的崭新画
卷将会更好地呈现。”澄照乡乡长吴光亮
充满自信。

县人力社保局开展技能人才大走访大调研关爱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雷蔚美 陈美鸾）

为进一步发现和解决技能人才在创业创
新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着力营造良好
的人才发展环境，近日，县人力社保局组
织开展人才大走访、大调研关爱活动，为
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活动中，先后走访了畲族银器、中式
烹调、数控钳工、水轮发电等专业的技能
代表人才，通过边走访、边调研、边梳理、
边解决的形式，摸清人才底数、掌握人才

实情，将关心关爱与解决问题贯穿活动
全过程。

近年来，县人力社保局高度重视技
能人才培养，牢牢把握我县产业发展动
向和人才需求，以提升人才职业素质和
职业技能为核心，以高级工以上技能人
才为重点，致力培育一批企业急需的技
术型、复合型和知识型技能人才，形成一
支技艺技能高超、结构比例合理的技能
人才队伍。

截至目前，全县共培育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

$

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

家，市“首席技师”
(

个，市“十佳高技能人
才培训优秀导师”

$

人，“金牌技师”
$

人，
市“五养技能大师”

$-

人，“金蓝领”高技
能人才国（境）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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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年我县
推荐优秀技能人才参加丽水市“绿谷工
匠”技能大赛，其中

$)

人获得丽水市“绿
谷工匠”荣誉称号。

我县年轻干部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雷青阳）
$$

月
&

日，我
县年轻干部培训班在浙江行政学院正式开班。
培训学制为期两周，来自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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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以下科
级干部、选调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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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挂职乡镇长助
理和优秀年轻干部共计

)-

名学员参加。
据悉，此次培训是省人力社保厅、省公务

员局、省行政学院连续第十一年为我县干部举
办培训班，是省人力社保厅开启对我县新一轮
扶持的第一个班次，同时也是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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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继
青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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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干部培训班后的第三个年轻干
部培训班，是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
指示精神的探索实践。

培训以“打开‘两山’新通道，富民兴县再
赶超”为目标，突出学习导向、实干导向、基层
导向，着力研究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
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设置了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地方金融改革
等相关主题的课程。通过理论基础、党性修养、
战略思维、执政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学习，让学
员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增长见识，不断
激励畲乡铁军的忠勇精神与担当作为，为加快
建设美丽幸福新景宁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
撑。

德国中学生代表团一行莅景交流访问
本报讯（本报记者 徐丽雅 实习

记者 毛文茹）
$$

月
/

日，德国中学生代
表团一行莅景交流访问，体验中国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此次代表团由德国学生、
德国教师、市德中协会工作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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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人组成。

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大均“中国畲
乡之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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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畲族博物馆、东
弄畲家田园综合体等了解畲族传统习
俗，体验畲乡独特文化魅力。在大均“中
国畲乡之窗”，代表团成员参与了畲族婚
嫁表演活动，扮演“大舅子”“新郎”“伴
郎”等角色，亲身体验了畲乡婚俗。

随后，代表团来到畲族博物馆，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并了解了畲族的起

源与迁徙、环境与聚居、生产与交换、饮
食与服饰等人文历史。馆内畲舞、畲语和
挑担等互动体验项目引起了德国师生很
大的兴趣。其中，在畲舞互动体验区，德
国师生学习畲族手势，跟着互动系统的
节拍欢快地跳起了畲族舞蹈。德国海森
贝格高级文理中学校长

123456 7458

表
示，他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样的学
习交流机会，他颇为珍惜。“来中国就是
为了感受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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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7458

说，在参观畲族博物馆后，他的
感触更深了，他将把这一路的收获带回
国，让更多人了解畲族文化。

在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代表团走
进大寨门，沿着栈道陆续参观了香菇?

区、茶?区、稻鱼共生区等地方。师生们
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东弄优美的田园风
光。德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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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次活动
很有趣，让我感受到了畲族文化的魅力，
也体验到了当地中学生不一样的学习生
活环境。”

据悉，本次德国中学生代表团来我
县交流访问是对日前丽水代表团访问德
国的回访。通过此次活动，为中德两国文
化交流搭建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让
代表团成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体验畲族风土人情，感受历
史文化差异，以此促进彼此了解、增进友
谊、建立共识、互通信息。

近日!郑坑乡吴布村犁壁說手工艺人带着畲族龙角"畲族彩带"赤蓝衫等系列畲族传统手工艺品和农产品!作为全市

唯一代表前往杭州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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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展$%此次主题展为期五天!犁壁說村作为华东地区最小寨代表!以&非遗设计创

新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探索$为主题!从该村具体实际和传统特色文化!及该村乡村振兴思路作了全方位展示!进一步展现

了郑坑乡非遗文化魅力。 （通讯员 夏安静 蓝丽芬 摄）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等

（上接第一版）
会议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车俊

在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时代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民营经济在我
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扎实推动我县
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要继续以“最
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持续深入开
展畲乡铁军“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创新实干大
赶考，有效激发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积
极性，以优良作风担起职责使命，努力打造最
优发展环境；要大力弘扬新时代景商精神，大
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让
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星球杯”2018国际跳棋
世界杯分站赛在我县开幕
（上接第一版）

比赛设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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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子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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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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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别，每方时限为
-"

分钟，每走一步加
/"

秒。为了让低年龄组
选手获得与世界高手对弈的机会，比赛沿用世
界杯赛事传统，合并组别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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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别录
取名次。比赛为期

/

天
.

轮比赛，于
$$

月
$$

日结束。期间将举办全国国家级国际跳棋裁判
员培训班，并组织国际跳棋进校园公益活动。

自
("$(

年丽水市被评为首个“全国国际
跳棋之乡”以来，丽水国际跳棋这张体育新名
片也被越来越多人所知晓。我县紧跟棋类智力
发展趋势，近年来积极探索“体育

?

生态”、“体
育

@

文化”等发展模式，不断推进全民体育发
展，先后承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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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少年儿童国际跳
棋棋王棋后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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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浙江省首届智力运动
会国际跳棋比赛等众多高级别赛事活动，国际
跳棋运动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知名度和美誉
度不断提升。
“星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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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
分

A

站举行，前
/

站在捷克、西班牙等欧洲国
家进行，本次景宁分站赛是今年最后一站比
赛，也是国际跳棋世界杯首次来到中国。

!

畲乡特产小吃亮相省

行政中心展销活动。日前，浙
江省特色菜肴暨名优农产品

进省行政中心展销活动在杭州举行，畲乡特产
小吃亮相展销活动。在此次展销活动上，独具
特色的畲族菜肴受到全省各地机关事务局的
一致好评，蓝城农业集团与毛篛乡政府合作开
发的首款“丽水山耕·景宁

/**

”农产品———毛
篛红米首日供货

(**

余份，抢购一空。同时，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还计划将“畲乡十大碗”引进
省机关食堂。

澄照乡茶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本报记者 吴卫萍 通讯

员 叶瞡臖）沿着县城西南方向驱车十
几分钟，穿过隧道，就来到了闻名遐迩的
惠明茶主产地———澄照乡三石村。村子
四周延绵的青山种满茶树，村子里的茶
壶喷泉、茶青市场、茶产业街、茶香庭院
则和谐地组在一起，向人们诉说着独特
而又别致的茶文化，空气中也若有若无
地飘荡着茶香……

“这里茶文化非常浓郁，非常有特
色，早就想到这个茶城看看了，今天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来自温州的游客季女士
说。近期，一到节假日三石村便热闹非
凡，许多游客到这里爬茶山、看制茶、品
新茶、吃茶宴，流连忘返。

今年以来，澄照乡结合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把茶产业作为特色产业打造，

将“茶文化”充分融入到项目规划设计与
建设中，围绕“一市一带一园一馆”的空
间格局，建起了茶制作观摩厂区、茶文化
入口景观带、茶科普园、茶文化展览馆
等，全力打造茶旅融合的乡村样板。与此
同时，澄照乡还积极探索食旅融合之路，
推出以观光农业生态保健、休闲度假、特
色餐饮为一体的现代生态旅游服务。如
创新推出的“茶宴十碟”，在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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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地游人，民宿老
板钭淑萍既惊又喜。惊的是，以前村里从
来没有这么多外来游人，安静的小山村
热闹非凡。喜的是，自家的民宿生意格外
红火，节假日平均一天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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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收
入，这让她乐开了花。

据悉，澄照乡共有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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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茶叶，仅茶青交易一项就可年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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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人均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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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如今，
随着茶旅融合的发展，村民由原来的以
销售茶青为主转变成为知茶、懂茶、种
茶、卖茶、品茶的新型村民，茶叶经济收
入也在原基础上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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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今
年全乡新发展茶叶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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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
开茶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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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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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茶产业是载体，茶文化是灵魂，我

坚信，通过全乡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不
懈努力，茶旅融合将铺起广阔的乡村振
兴之路，‘幸福澄照、山韵茶城’的崭新画
卷将会更好地呈现。”澄照乡乡长吴光亮
充满自信。

县人力社保局开展技能人才大走访大调研关爱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雷蔚美 陈美鸾）

为进一步发现和解决技能人才在创业创
新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着力营造良好
的人才发展环境，近日，县人力社保局组
织开展人才大走访、大调研关爱活动，为
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活动中，先后走访了畲族银器、中式
烹调、数控钳工、水轮发电等专业的技能
代表人才，通过边走访、边调研、边梳理、
边解决的形式，摸清人才底数、掌握人才

实情，将关心关爱与解决问题贯穿活动
全过程。

近年来，县人力社保局高度重视技
能人才培养，牢牢把握我县产业发展动
向和人才需求，以提升人才职业素质和
职业技能为核心，以高级工以上技能人
才为重点，致力培育一批企业急需的技
术型、复合型和知识型技能人才，形成一
支技艺技能高超、结构比例合理的技能
人才队伍。

截至目前，全县共培育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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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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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首席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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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十佳高技能人
才培训优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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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金牌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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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市“五养技能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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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金蓝领”高技
能人才国（境）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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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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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县
推荐优秀技能人才参加丽水市“绿谷工
匠”技能大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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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得丽水市“绿
谷工匠”荣誉称号。

我县年轻干部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雷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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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我
县年轻干部培训班在浙江行政学院正式开班。
培训学制为期两周，来自我县

!&

周岁以下科
级干部、选调生村官、

(*$-

年新挂职乡镇长助
理和优秀年轻干部共计

)-

名学员参加。
据悉，此次培训是省人力社保厅、省公务

员局、省行政学院连续第十一年为我县干部举
办培训班，是省人力社保厅开启对我县新一轮
扶持的第一个班次，同时也是我县

(*$-

年继
青干班、

.*

后干部培训班后的第三个年轻干
部培训班，是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
指示精神的探索实践。

培训以“打开‘两山’新通道，富民兴县再
赶超”为目标，突出学习导向、实干导向、基层
导向，着力研究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
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设置了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地方金融改革
等相关主题的课程。通过理论基础、党性修养、
战略思维、执政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学习，让学
员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增长见识，不断
激励畲乡铁军的忠勇精神与担当作为，为加快
建设美丽幸福新景宁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
撑。

德国中学生代表团一行莅景交流访问
本报讯（本报记者 徐丽雅 实习

记者 毛文茹）
$$

月
/

日，德国中学生代
表团一行莅景交流访问，体验中国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此次代表团由德国学生、
德国教师、市德中协会工作人员等

)*

余
人组成。

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大均“中国畲
乡之窗”国家

)0

级景区、畲族博物馆、东
弄畲家田园综合体等了解畲族传统习
俗，体验畲乡独特文化魅力。在大均“中
国畲乡之窗”，代表团成员参与了畲族婚
嫁表演活动，扮演“大舅子”“新郎”“伴
郎”等角色，亲身体验了畲乡婚俗。

随后，代表团来到畲族博物馆，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并了解了畲族的起

源与迁徙、环境与聚居、生产与交换、饮
食与服饰等人文历史。馆内畲舞、畲语和
挑担等互动体验项目引起了德国师生很
大的兴趣。其中，在畲舞互动体验区，德
国师生学习畲族手势，跟着互动系统的
节拍欢快地跳起了畲族舞蹈。德国海森
贝格高级文理中学校长

123456 7458

表
示，他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样的学
习交流机会，他颇为珍惜。“来中国就是
为了感受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

123!

456 7458

说，在参观畲族博物馆后，他的
感触更深了，他将把这一路的收获带回
国，让更多人了解畲族文化。

在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代表团走
进大寨门，沿着栈道陆续参观了香菇?

区、茶?区、稻鱼共生区等地方。师生们
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东弄优美的田园风
光。德国学生

98: ;8<:83

说：“这次活动
很有趣，让我感受到了畲族文化的魅力，
也体验到了当地中学生不一样的学习生
活环境。”

据悉，本次德国中学生代表团来我
县交流访问是对日前丽水代表团访问德
国的回访。通过此次活动，为中德两国文
化交流搭建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让
代表团成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体验畲族风土人情，感受历
史文化差异，以此促进彼此了解、增进友
谊、建立共识、互通信息。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等

（上接第一版）
会议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车俊

在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时代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民营经济在我
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扎实推动我县
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要继续以“最
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持续深入开
展畲乡铁军“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创新实干大
赶考，有效激发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积
极性，以优良作风担起职责使命，努力打造最
优发展环境；要大力弘扬新时代景商精神，大
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让
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星球杯”2018国际跳棋
世界杯分站赛在我县开幕
（上接第一版）

比赛设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
=$)

男
子组和

=$)

女子组共
)

个组别，每方时限为
-*

分钟，每走一步加
/*

秒。为了让低年龄组
选手获得与世界高手对弈的机会，比赛沿用世
界杯赛事传统，合并组别进行比赛

>

分组别录
取名次。比赛为期

/

天
.

轮比赛，于
$$

月
$$

日结束。期间将举办全国国家级国际跳棋裁判
员培训班，并组织国际跳棋进校园公益活动。

自
(*$(

年丽水市被评为首个“全国国际
跳棋之乡”以来，丽水国际跳棋这张体育新名
片也被越来越多人所知晓。我县紧跟棋类智力
发展趋势，近年来积极探索“体育

@

生态”、“体
育

@

文化”等发展模式，不断推进全民体育发
展，先后承办了

(*$A

年全国少年儿童国际跳
棋棋王棋后赛和

(*$-

年浙江省首届智力运动
会国际跳棋比赛等众多高级别赛事活动，国际
跳棋运动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知名度和美誉
度不断提升。
“星球杯”

(*$-

年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
分

A

站举行，前
/

站在捷克、西班牙等欧洲国
家进行，本次景宁分站赛是今年最后一站比
赛，也是国际跳棋世界杯首次来到中国。

!

畲乡特产小吃亮相省

行政中心展销活动。日前，浙
江省特色菜肴暨名优农产品

进省行政中心展销活动在杭州举行，畲乡特产
小吃亮相展销活动。在此次展销活动上，独具
特色的畲族菜肴受到全省各地机关事务局的
一致好评，蓝城农业集团与毛篛乡政府合作开
发的首款“丽水山耕·景宁

/**

”农产品———毛
篛红米首日供货

(**

余份，抢购一空。同时，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还计划将“畲乡十大碗”引进
省机关食堂。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