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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林 明

留李涛）11 月 21 日晚，丽

水山景·景宁“POPO 崽”

露营基地正式开营。省文

化和旅游厅厅长褚子育，

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祝毅，省文化和

旅游厅副厅长许澎，县领

导翁志鸿、蓝景芬、马盈、

吴海东出席。

“POPO 崽”露营基地

位于外舍，是以凤妮妮守

护神“POPO 崽”命名 ，集

潮流玩乐、音乐路演、创意

市集、房车营地、儿童乐园

等为一体的露营基地。该

营地占地 187 亩，投资 1000

万元，于今年 9 月份正式开

工，目前已初步完工，部分

游玩设施将相继开放，满

足不同年龄段群体前来游

玩体验。

开营仪式上，畲乡十景、

“凤妮妮”文旅 IP 相继发

布。随后，“POPO 崽”露营

基地的推介更是让市民对

“家门口”的户外公园有了更

深 入 的 了 解 。 凤 妮 妮 、

“POPO 崽 ”的 形 象 公 仔 、

“POPO 崽”形象的热气球、

小火车、房车体验站、帐篷露

营地、灯光夜市等新奇的游

玩项目，也让前来游玩的市

民纷纷点赞。

我县召开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吴俊杰）11 月 21 日下午，在

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后，

县委书记翁志鸿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

和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二十条措施的要求，迭代

优化“五快循环”“七大机制”，科学精准、全面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翁志鸿指出，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外防输入风险压力持续加大。全县上下要提

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按照中央和省、市

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把“外

防输入”作为重中之重，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慎

之又慎的工作举措迎接更加艰巨的挑战，坚决实现

“不外溢、不蔓延、暖服务”的总目标。

翁志鸿强调，要做好平战转换。完整、准确、

全面理解和把握国家二十条优化措施和省二十

三条优化措施，正确处理好“防”和“放”的辩证关

系，做到统筹兼顾、“放”“管”结合，牢牢把握工作

主动权。要严防风险输入。持续做好境外、省外

重点地区来景返景人员追踪溯源工作，严格落实

入境人员“5+3”全流程闭环管控措施，七天内旅

居史穿透式询问、入浙首站“落地检”和“三天一

检”常态化核酸检测，全力以赴守好防疫“小门”。

要强化社会面管控。通过优化核酸检测、加强公

共场所管理、强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和社区

主动防控，全面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坚决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

障。要持续推进能力建设。持续增强核酸检测、

流调溯源、编组转运、医疗救治、民生保障等能力，

进一步汇聚合力、提升防控质效，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下转第二版）

聚焦高质量 塑造新能级
奋力打造中国畲族风情旅游高品质目的地

景宁举行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吴俊杰）11 月 22 日下

午，我县举行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启动仪式。县委

书记翁志鸿强调，要深刻认识发展全域旅

游的重大意义，坚定风情旅游主攻方向，

把重大项目作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支撑，奋力打造中国畲族风情旅游高品质

目的地。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吴飞飞，县委副书记、县长蓝景芬，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雷应江等领导参加大会。

大会举行了首届畲乡最美文旅人表

彰仪式，宣推联盟、联络处、院地和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成立了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委员会；并正式启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

建工作。

翁志鸿代表县四套班子，对关心支持

景宁发展的嘉宾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热

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发展风情旅游

既是实现富民惠民、建设共富新畲乡的有

力举措，也是我县发挥优势、人口集聚、美

县强县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全县上下凝

心聚力、统一共识，大力发展风情旅游，住

宿、交通、景区配置等旅游发展的基础条

件不断夯实，景区建设向全域拓展，项目

建设迈向新台阶，文旅融合持续走深走

实，生态和民族两大独特优势更加凸显。

翁志鸿表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县面临重大项目支

撑不强、风情旅游畲味不浓、旅游产业发

展水平不高等问题，要抢抓战略机遇，加

快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坚定风情旅游主

攻方向，重塑旅游发展新能级。翁志鸿强

调，要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坚持把重

大项目作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按照“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攻坚一批、谋划

招引一批”要求， （下转第二版）

浙江省山区海岛县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大会
暨丽水山景“最美文旅资源”推介会在景宁召开

本报讯（记者 留李涛）11 月 22 日上

午，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人民银行

杭州中心支行、丽水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

旅游投资集团联合主办的浙江省山区海岛

县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大会在景宁

召开。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褚子育，丽水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舜泽出席并致辞，浙江

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陈祝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许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张雄文，县领

导翁志鸿、蓝景芬、吴海东出席。

褚子育在致辞中表示，文化和旅游产

业是朝阳型产业，对山区 26 县来说是主

导型产业。随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的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对精神生

活的渴望、对文化和旅游的需求与日俱

增。疫情终将过去，现在重在根据需求变

化调整结构苦练内功，迎接疫情后的爆发

式增长。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信

息不对称，有项目没资金、有资金没项

目。为此，搭建文旅投融资平台，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项目方、投资方、

金融方聚集在一起，供需见面，充分对接

沟通。期待与会各方利用这一平台，深入

交流、精准对接，结出丰硕果实。

褚子育希望，全省文化和旅游战线要

以数字化理念，倍加呵护并迭代升级全省

文旅投融资平台，完善对接机制、服务机

制，打造 365 天天天不落幕的服务大平

台。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家要更加关心

关注关爱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加大金融

产品创新，畅通银企对接渠道，进一步提

升信贷产品的投放效率和精准度，更好为

文化和旅游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吴舜泽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来自金融界、投资界的参会嘉宾表示感

谢，他说，丽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人文历

史深远，红色底蕴深厚，对于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将把此次

大会作为进一步转化文旅资源富集优势，

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盛世的重要窗口和机

遇，竭诚当好“店小二”，为企业落户、项目

落地，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集成最

优政策，打通最优环境，全力推动丽水文旅

迈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希望广大企业家

和专家朋友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为丽水

带来高质量的文旅项目支持，让丽水文旅

共富的路子能够走得更加宽广，为全国共

同富裕提供更多的路径和样板。

大会吸引了全省10余家金融机构、40

余家投资机构、140余家企业以及省市县

文旅产业工作负责人参加。举行了政企

合作项目、文旅共富基金合作项目、政银

企合作项目和文旅投资项目签约，共达成

意向合作签约金额 48.8 亿元 、授信金额

256 亿元。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丽水市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分别推介了“山乡共

富小助手”——智慧文旅集成平台、景宁

旅游资源项目和丽水山景“最美文旅资

源”项目。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农

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

分行分别发布“中银惠如愿·农文旅贷”

“生态共富贷”和“文旅浙通”等产品。网

易集团发布网易“数字文化+产业焕新”县

域共同富裕模式。

大会还举办了山区海岛县文旅高质量

发展圆桌论坛，围绕如何打造具有浙江气

派、浙江辨识度的文旅融合产品等话题展

开对话，探索山区海岛县文旅的发展趋势。

县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昨日，县十届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雷应江主持并讲话，副主任余晓

军、沈秀慧、严伟华、叶玉琪、钟利海、林敏

参加，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乐，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吴建明，副县长张

濂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

条例》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县人民政府关

于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

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批准2022年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和预算调整草案的议案，《景宁

畲族自治县畲医药发展条例》起草情况的

说明，《景宁畲族自治县十届人大及其常委

会五年立法调研项目库》编制情况的说明，

备案审查工作的报告，县监委专项工作情

况报告；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关于景

宁畲族自治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和浙江省实施办法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关于《促进惠明

茶产业发展条例》执法检查审议意见落实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关于

全县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

实情况报告，并对三个报告进行了满意度

测评；县人民政府就落实县人大常委会审

议意见作表态发言；表决通过了《景宁畲族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2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的决议》《景宁畲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2年预算调整的决

议》和人事议案；会议还传达了全域旅游高

质量发展大会精神。

就下阶段工作，雷应江强调，要强化履

职能力，提高审议发言质量。加强政治理

论、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学习，提升综合素

质；提高政治站位、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

展调研，不断提高审议发言质量。要紧扣

民族特色，推进科学民主立法。“一府一委

两院”和各位常委会组成人员要结合地方

实际、发展所需、群众期盼，（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