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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孔令锋 王丽利

“阵痛”中转型升级往往是异常痛苦
的，临浦镇通一村的沈汉昌深有感触。

10余年的“打拼”，让这位土生土长
的农民创业者一度将自主研发的电动车
转把、刹把产品做成了全国“领头羊”，然
而巨大产值的背后是“可怜”的行业不到
5%的利润，年景不好，甚至“白玩”。

去年下半年，沈汉昌决定转型，投入
1600多万元研发出了颇受国外市场青
睐的减速机，并开发出了20多个系列产
品，手头还拿到了海外订单。然而，就在

他要批量生产这一紧要关头，企业却没
了“血液”，沈汉昌生产资金存在了“缺
口”。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完成“订单”，不
仅要赔偿损失，企业可能从此就一蹶不
振，转型不成，反而可能被“水”淹死。

在这紧要关口，当地政府和萧山农
商银行临浦支行“听闻此事”，有关人员
节假日里“登门造访”，经过深入调研决
定：这种踏实研发高科技产品、务实求进
的小微企业要伸手拉一把。数百万元的

“血液”注入，对沈汉昌的企业来说如雪
中送炭，企业开足马力，“备战”市场。

今年开年刚过，他就拿到了海外
6000多万元的“订单”，比过去高出5倍
以上的行业利润，让沈汉昌尝到了转型
升级的甜头。

这只是该镇有关部门和萧山农商银
行临浦支行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
缩影。

依靠当地金融等部门良好的服务，

在今年初省农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等部门联合的一项评比中，临浦镇荣获
上年度我区唯一一个农村合作金融省级
信用乡（镇、街道），“信用时效”至2016
年底。

说起“金融支持”，苎东村党支部书
记沈德法同样感同身受。这个素有苗木
种植传统的“龙头村”远近闻名，但看似
简单的产业，农民在这个“产业链”上的
各个环节投入却非常大。土地流转承包
费、人工费、运输费、资金回笼慢等财务
成本等，让村里许多农民苦于资金不足，
不成规模，往往利润却不是很乐观，

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同样牵动当地政
府和萧山农商银行临浦支行的“神经”。
他们也极为“敏感”，主动上门服务，助推
该村苗木产业发展壮大。他们先后为村
里的30多户苗木种植大户提供了总计
15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使近年来该村
苗木产业“更上一层楼”，全村10%的农

户依靠新增资金支持将苗木扩大规模，
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我们省级信用村的‘金字招牌’可
不是徒有虚名，农民尝到了甜头，干劲更
足了。”沈德法说道。

果不其然，今年，又有更多的农户
“加盟”，使“苗木村”的种植面积继续增
大。

据悉，为了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转型
升级，萧山农商银行临浦支行今年将新增
1.5亿元资金进行“输血”，着力助推农村
小微企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萧山农商
银行临浦支行的大力支持下，如今临浦
镇950多个农户和140多个小微企业获
得了15亿元以上的有效金融支持，并在
转型升级的“海洋”里不断提高“泳技”，
他们在各自的“泳道”上奋力奔向各自的
终点。

■记者 洪美娜

说起蜀山街道章潘桥村，知道的人可
能并不多。但只要一提起其自然村姚家
畈，相信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说一声：哦，
原来是那个专门生产好吃炒货的村子。

20世纪80年代初，姚家畈的村民开
始手工加工炒多味瓜子，就是这么一炒，

让这个毫不起眼的行当迅速占领了江
苏、安徽、江西等地市场，年产值达3亿
元人民币。也正是在这近30年时间里，
章潘桥村的炒货产业从名不见经传的小
打小闹摇身一变，发展成为了如今的全
国炒货加工大集散地。

从小瓜子发展成大基地，小小的炒
货为何魅力如此之大？为了能跟村民拉
近距离，作为见习村主任，上任第一天记
者就把脚踏进了炒货企业，亲身体验了
一把村子特色产业的加工技艺。

在村宣传委员金兴根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了位于村委会东面的杭州赛一食
品有限公司。公司院子里停着一辆满载
炒货的大卡车，几位工作人员正忙着装
运货物。“临近年底，现在村里的每家炒
货企业可都很忙呢。”说话间，金兴根便
领我走进了炒货车间。

“进入车间请穿好工作服戴上工作
帽。”正在炒制松子的姚师傅见我们进来，
马上递上了工作衣帽让我们穿上。说明
来意后，我便跟着姚师傅开始了第一道流
程——分拣松子。“剔除杂质，把一些坏
的，小的松子筛选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最
终的成品颗粒饱满均匀。”得知分拣要诀
后，我便着手开始体验。

趁着挑拣松子的间隙，姚师傅向我介

绍起了章潘桥村炒货行当的历史：当年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民们从手工加工炒
多味瓜子开始，逐步发展到了炒南瓜子、
西瓜子、花生、兰花豆，炒货产品在附近省
份开始小有名气。20世纪90年代后期，
村民姚德林从别处学来了炒松子技艺，在
生意中尝到了甜头，大家便纷纷开始炒制
松子，至此东北的松子落户到萧山加工。

“如今村里的炒货企业已有20多家，产品
也畅销至全国各地，村子俨然成了美味松
子的代言人啦。”姚师傅笑着说。

松子性温味甘，不少人都爱吃，可在
以前一提起吃松子，真是让人头疼的。由
于炒制技术还不够火候，松子的开口率并
不好，要想吃到美味的果仁，就必须咬破
坚硬的果壳，这让一些牙口不太好的人只
能望而却步。“为了方便食用，筛选出来的
松子都必须经过最关键的浸泡措施，并为
表面去皮，这样炒制出来的松子不但口感
好，开口率也很高。”姚师傅说道。

浸泡脱皮后的松子经过高温烘炒或
油炸，撒上食用盐、糖精，捞出摊凉，最终
制成椒盐、油炸等不同口味。“在高温烘
炒这道工序中，松子一般需要经历2个
多小时不停地翻炒，直至果仁微微发黄，
有清香味便可以出锅了。而在油炸过程
中，松子要被放至160摄氏度左右的高

温中，只几分钟就需要捞出了。”姚师傅
告诉记者，这两道工序没个两三年的功
底，一般人是做不到游刃有余的。

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炒货技艺，
当然不敢挑战需要有几年功底的程序
了。“小洪，你就负责去把包装机上分好的
小袋成品打包装箱吧。”一旁的姚师傅似
乎看出了我的小心思，便教起我配合微电
脑自动包装机，干起简单的打包装箱工
作。可别以为松子经过摊凉冷却后就能
直接包装了，在此之前，松子还得经过风
选机的考验，去除空壳、扁壳的，最后还得
再由人工挑选一遍保证成品的质量。在
这里，姚师傅也要向大家教上一招选购松
子的秘诀：要挑表面颗粒均匀但开口不均
匀的，果仁看起来有些黄的表明没有用化
学原料处理过。另外，买回来的散装松子
尽量放在密封的容器里，不要长时间暴露
在空气中，避免油脂氧化。

每逢佳节炒货香。临近年底，章潘
桥村各家炒货企业的多个品种也都进入
了销售旺季。 金兴根告诉记者，一般每
年9月下旬，村里的炒货企业就忙活开
了，保守估计的话，平均每天要炒制三四
十吨的松子呢。在此，作为见习村主任
的我，也要借本报这个平台为村子吆喝
一下：买炒货，来蜀山街道章潘桥村吧！

本报讯 前不久，北干街道高田社区办
公点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自称周之增，家住
城厢街道东阳桥社区文化路，希望社区表扬
居民潘尧仙拾金不昧的精神。

从周之增老人的描述中，社工们了解
到，2014年12月16日下午3点左右，潘尧
仙在路上捡到了一只女式手提包，内有信
用卡、300多元现金和苹果手机。面对这
一情况，潘尧仙毫不动心，立刻根据包内证
件信息，联系了失主周飞，也就是这位周之
增老人的女儿，把手提包原样交还到周飞
手中。“丢了的包能找回来，我女儿是又惊
又喜。”周之增说，因为周飞工作繁忙，所以
他特意代女儿前来，反映潘阿姨拾金不昧
的事迹，同时表达他和女儿的感激之情。

说到最后，周之增老人笑着说，经过这
件事，他等于多认识了一个好街坊。

（张祥荣 李国荣 徐文燕）

捡到苹果手机还失主
失主父亲到社区感谢

本报讯 7日，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的
白衣天使们来到浦阳，给结对的6名困难
学生送去衣物、慰问金等，了解她们的学习
和家庭近况，叮嘱她们认真学习，日后回报
社会。

据了解，区三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浦阳困
难学生结对活动已开展了15年，医院各科室
分别在六一节和春节前夕看望学生，结对活
动持续到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结束。这些年
来，共有10多名困难学生受益，其中有2名
更是在学业完成后加入到医护工作队伍中
来，继续传递爱心。 （刘殿君 王栋良）

白衣天使结对
浦阳困难学生

本报讯 近日，红山农场召开2015年
工作会议，提出新年工作思路。

该场提出，2015年切实做好五方面工
作。创新驱动，推进工业经济升级发展，突
出抓好现有传统企业的改造升级，实现老
树发新芽；加大投入，进一步推进民生事业
建设，以治水为切入点，淘汰重污染落后产
能，抓好生活污水纳管排放和生态化处理，
杜绝工业污水偷排漏排；精心营造，推动农
场文化全面提升，突出抓好农场历史文化
的提炼展示；敢于担当，进一步推进社会各
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强化党建，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推进，继续重抓党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依法建章立制，提高班子和
党员素质，创新工作思路，守纪律、转作风、
争先创优，始终保持一股精气神，确保明年
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朱林徐文燕）

红山提出
新年工作思路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华兴桥

本报讯 “因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涉及家家户户，所以我们采取每周汇报
制，实行镇、村、施工方、监理方、设计方

‘五方会谈’。”在衙前镇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表示。

农村生活污水，简单来说，就是村民
们洗衣、洗刷和冲厕所的水。生活污水
的治理工程，旨在将水资源综合利用，一
方面农村居住环境可大大改善，另一方
面河道水质会有根本性改变。

据介绍，去年一年，衙前镇大力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以凤凰、螺山、
衙前、项漾4个“亮点村”为重点，同步推
进1个一般村（杨汛村）的建设以及5个
一般村（南庄王、新林周、吟龙、明华、山
南富）各实施一个集聚区块建设。

为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该
镇高度重视。一方面做足准备。在广泛
听取各村（社区）意见后，经过多次商讨，
才确定年度目标任务。而且，先后组织
相关村的负责人到余杭仓前、富阳富春
江等地考察学习，吸收先进经验。并通

过招投标择优选择了设计方、施工方和
监理方。

另一方面，定下目标后，加大协调监
管力度。充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1个全程巡查组，4个驻
村指导组，10个行政村工作推进组，形
成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

因为要破土动工，势必对村民生活、
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了把好事做好，当
地因地制宜采取了一些方法，加快推进。

比如，落实每周汇报制，实行镇、村、
施工方、监理方、设计方等“五方会谈”，

进行集中动员、交流、部署和落实，第一
时间强化信息对称沟通，确保施工进度；
与天然气进村入户工程、村庄改造工程
协同推进，以此进一步减少资源浪费，产
生综合效应；在凤凰村召开区一级农村
污水工作现场会，形成推动工作声势，全
面推进农村污水工程建设进度。

截至目前，衙前镇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已取得阶段性进展，这也是该镇2014
年“五水共治”重点推进工作之一。1月
4日，区考核组一行对该镇2014年“五水
共治”工作成果进行了全面考核验收。

借助“金融支持”助推转型升级

临浦获农村合作金融“省级信用乡（镇街）”

萧山东片地区是传统风脱水萝卜

干的主要产地，眼下正是晒干、腌制的

好时机。日前，71 岁的村民王长生正

在用芦垫晒萝卜干。

通讯员 老劳 摄

片片萝卜干
晒出丰收年

衙前镇：“五方会谈”周周报 有效推进污水治理

本报讯 日前，进化镇向刚退伍的22
名退伍军人每人发放了3.2万元安置费，并
向全镇46名义务兵发放了每人2.2万元的
现役军人优抚费。元旦前后，进化镇向义
务兵、退伍军人发放了优抚费、安置费共
169.65万元，以体现党和政府的优抚安置
政策，让现役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同时，
进化镇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使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增添光荣
感。 （田何兴 徐文燕）

进化发放
169万元优抚安置费

上任第一天 记者进村体验炒货技艺

见习村主任洪美娜正在学习制作炒货技艺。

本报讯 近日，衙前镇以新《安全生产
法》施行为契机，结合当地实际，全面部署
开展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工作，进
一步营造全镇安全生产稳定局面。

该镇及时组织安监办人员通过网络学
习、专题学习等方式接受全面培训，组织村
（社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等进行专题培
训。镇安监办人员还深入各村（社区）、企
业等进行广泛宣传，发放宣传资料700余
份。在安全生产检查中，注重将新旧安全
生产法进行对比，在企业现场宣传讲解，加
快新法普及到企业一线。（李超徐文燕）

衙前开展
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