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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我们迎来了新中
国 69岁生日。

10 月 1 日，黄山街头，处处可见花
团锦簇、游人如织，节日气氛浓郁。欢
度国庆，大家各有规划，有人走出家
门，放松身心，享受假期；也有人坚守
岗位，默默奉献，用别样的爱国情怀向
祖国献礼。

清晨 6 时 30 分，阳光穿过清新的
雾气将整个屯溪笼罩，“沉睡”一夜的
花草树木睁开惺忪的双眼，迎着微凉
的秋风伸伸腿、扭扭腰，鲜艳的国旗、
绚丽的彩带也随之起舞。家住阳湖的

张琼背上大大的包，轻轻关上家门，和
朋友一道向张金古道出发。“国庆假
期，景区景点到处是人，咱们结伴去隐
在深山的古道徒步探秘，既能锻炼身
体，又能看美景找野果，想想就兴奋。”
朝阳下，年过五旬的张琼一身户外打
扮，脚步轻盈，显得格外年轻。

上午 9时，阳光已有些浓烈。市中
心血站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实施 20周年宣传活动在昱中花园广场
拉开帷幕。市民江国庆揣着献血证，
准时到达，“今天是《献血法》实施 20
年，更是祖国 69 岁生日，也是我自己

55 岁生日，我觉得献 400 毫升血这份
生日礼物很有意义，这种欢度国庆的
方式也挺酷！”一旁抱着孩子的查永利
也连连点头，笑着加入，“今早买完菜
就抱着孩子来，这是我第五次献血，想
为国家、为他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也想给我家二宝做个榜样。”

下午 2 时，屯溪老街。湛蓝天空
下，徽式建筑鳞次栉比，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徜徉其中，让古色古香的老
街焕发出青春与活力。在悠闲的人
群里，有一个人步履匆匆，一手对讲
机一手手机，十分忙碌。他就是老街

市容中队负责人冯岗平，这是他第 16
个忙碌的国庆节。“越是节假日，游客
越多，流动摊点、店外店等影响市容
市貌、环境卫生的情况也就越多，我
们没法休息也不能休息。”冯岗平告
诉记者，国庆期间，老街市容队队员
分三组，从早上 7 时到晚上 11 时，在
老街核心区、商贸城、老街外围进行
不间断巡逻，及时维持老街秩序、应
对突发情况。“大家工作性质不同，我
们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游
客在老街玩得舒心。这就是我们最
大的收获。” ·刘 晨·

不一样的形式 一样的祝福
——中心城区“十一”见闻

共祝祖国好

①10 月 1 日，屯溪老街国旗飘扬，节日
氛围浓厚。 詹强华/摄

②10 月 1 日，我市大街小巷遍插五星
红旗，处处洋溢喜庆的节日气氛。

程向阳/摄

③9 月 29 日，黟县碧阳小学全体师生
在红领巾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
69岁生日。 翟光满/摄

④10 月 1 日，黄山风景区索道检修工
人在黄山之巅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姚文华/摄

黄山风景区黄山风景区：：追求可持续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冲冲闫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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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来，黄山现代服务
业产业园紧盯产业园起步区基本建成
的年度目标，坚持挂图作战、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全力推动重大项目、重
点工程落地落实。

截至目前，园区已完成重点项目
投资 8.2 亿元，其中在建项目 13 个，
新开工项目 7 个，迎宾大道综合管廊
工程结构主体和部分设备安装已完
成 ，昌 仁 医 养 综 合 体 医 院 板 块 已 封
顶，文化艺术中心、商山路改造提升、
迎宾大道沿线景观带提升及其他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推进，产业园框
架进一步拉开。聚焦产业招商，新签

招商引资项目 14 个，协议总投资 52
亿元，引进了锋速车技馆、旗开活力
运动家、智课教育产业园等一批具有
引领性的产业项目；百师宫街区新入
驻祁红博物馆、三雕博物馆等文旅类
企业 19 家，累计入驻企业 46 家，已实
现租金收入 113 万元；金融小镇注册
入园金融及相关服务类企业 15 家。
强化文旅融合，以城展馆为龙头，整
合文创小镇文博馆资源推广一日游，
与市内 26 家骨干旅行、研学游地接
社合作研学旅游业务，园区累计接待
游客超百万人次。

·胡利龙·

紧盯起步区基本建成年度目标

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加快建设

国庆期间，徽州区重点项目建设
者们放弃休息，坚守工作岗位，抢抓有
利天气，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奉献中体
验幸福，在劳动中品味快乐。

在省、市级重点项目徽州区龙骏
家园项目工地，一幢幢独具徽派特色
的养老公寓高低错落，100 多名工人
正分布在各个工段忙着进行园林景
观、室外管网、观光电梯等各项施工。
整个项目采取各班组交叉作业，室内
外同步进行的方式，全力加快施工进
度。目前工程已完成投资 4 亿元，一
期 42 个单体已全面封顶。龙骏家园
工程部经理完运斌介绍：“现在是施工
的黄金季节，假期我们不放假，加班加
点、保质保量，争取在 10 月底把景观
和室外管网、综合管网完成，为二期项
目的顺利开工奠定基础。”

而在市级重点工程丰乐河三期项
目施工现场也是一片忙碌，来自内蒙
古的梁凯就是建设者中的一员。作为
项目经理的他正带着图纸查看桥面负
弯矩张拉槽的施工情况，现场协调解

决施工问题。年逾五旬的老梁从业 26
年来带着施工队伍四处奔波，总是与
家人聚少离多，无数个节日都是和工
友们在工地上度过。看着一个个工程
顺利收官，老梁说自己习惯了也很有
成就感。据了解，自 9月中旬丰乐河三
期工程昌盛桥箱梁吊装完成以后，每
天都有近百名工人加班加点抓紧进行
桥面铺装和路基填筑施工，目前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 60%。“每天加班加点大
概工作 11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加大施工投入，上足人员机械，全
面提速昌盛路桥和河坝护岸等项目进
度，希望尽早通车，为老百姓出行提供
便利。”老梁介绍。

节日期间，在徽州区市三院老年
科大楼、枫丹白露、桃李春风、源点工
业包装等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到处都
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来自
天南地北的数千名建设者们奋战在一
线，以辛勤劳动献礼祖国母亲，为城市
建设添砖加瓦。

·大俊 张科 汪唯·

徽州区重点项目建设者

我以奉献庆国庆

本报讯 国庆期间，在黄千高速
歙县段北岸镇五渡互通工程、深渡服
务区、武阳蔡坑隧道等建设现场，施工
人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用辛勤劳动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我省“四纵
八横”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纵一”的联
络线，项目开工以来，歙县各相关部
门、乡镇主动深入一线、靠前提供服
务；项目方备足备好施工力量、积极开
展施工作业。

从 9 月 21 日 开 始 ，歙 县 集 中 人
力、物力、财力，突出工业、城建交通
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流域治理、环境
整治、旅游文化、社会事业等领域，迅
速行动、集中力量、破解难题，努力形
成“聚焦项目建设、服务项目建设、保
障项目建设、推进项目建设”的浓厚
氛围。

在加快重点难点项目推进上，歙
县对未达到时序进度的项目，按照投
资欠账 10月底全面消化的要求，把前
期投资任务缺口逐月安排，科学组织
工程施工，确保 11月份全面达到时序
进度；进展较好的项目，在确保安全和
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多超，
实现以超补欠；今年计划开工的项目，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尽快完成各项前
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歙县选取 30

个重点难点项目及 5个招商洽谈项目
开展攻坚活动，全力加快三阳高铁站
前区、S324 金山到县城公路、创想科
技、长命摩擦等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工
程如期竣工。对联固化工、友谊南海、
年产 100万套智能网联汽车电子零部
件生产基地等一批计划开工项目，进
一步督促和协助业主尽快落实规划、
备案、环评、用地等开工前置条件，力
争早日动工建设。

在深度谋划重点项目上，歙县积
极抢抓国家最新促投资扩内需的政策
机遇，进一步充实项目储备，推进高质
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入，支撑高质
量发展。各地各单位紧紧围绕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能源、生态环保、公共服
务、融合发展六大领域 30 个子类，围
绕“美丽新安江、百里大画廊”，坚持新
增谋划和存量转化同步、信息对接与
对上争取同步、谋划论证与前期推进
同步，确保项目谋划数量质量双增，力
争项目实现新突破。目前，歙县已经
调研谋划子项目 32 个，总投资 117.4
亿元。

歙县还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力
度，力争年内落地项目不少于 90 个，
新签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 24个。

·凌利兵 凌晨·

歙县重点项目“百日攻坚”

正值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又迎
来旅游高峰。旖旎的自然风光、优良
的生态环境，梦幻黄山再次赢得了海
内外游客的点赞。

一直以来，黄山人坚持可持续发
展，矢志不渝以科学保护生态环境资
源为首要目标，全力激活旅游，把生态
优势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走出了一
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有效转化之
路，争当名录遗产地典范、旅游目的地
标杆。

树立遗产保护典范
7 月 25 日，在印度尼西亚南苏门

答腊省首府巨港市召开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第 30 届国
际协调理事会议上，黄山以 34 票全票

通过，正式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成为中国第 34 个、安徽省首个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1990 年 12
月，黄山成功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
产，成为全球第 17个、中国第 2个混合
遗产。2004 年 2 月，黄山成功加入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成为全球首批 28 个
世界地质公园之一。

时至今日，黄山成为全球首个集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于一身的自然保护地，
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风景名胜区为主
体成功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区域。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黄
山始终坚持“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

保护、永续利用”的方针，坚持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好的保护。在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环境
保护法》《文物保护法》《森林法》《风景
名胜区条例》《地质遗迹保护条例》《黄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的框架下，一草一木的保护都是有
法可依的。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实施古
树名木“一树一策”保护，实行迎客松、
黑虎松等专人守护；加强森林植被保
护，严格森林防火，建成高山生态消防
水网，实现连续 38年无森林火灾；开展
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加强植物检疫检
查，确保松材线虫病不传入保护区；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推进“厕所革
命”，倡导山上游、山下住，实行净菜净

物上山、垃圾下山，实现污水统管、达标
排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每年投资
数千万元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实施“黄山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全球环
境基金项目，建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基地，实行野生动物红外监测保护；
2004 年 起 ，每 年 从 门 票 收 入 中 提 取
10%作为资源保护基金，为保护工作提
供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

“黄山以国际化的视野系统地促
进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与保育、文明多
样性的尊重与交流、游客满意度提升
与教育、社区幸福度增强与公平，是全
球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典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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