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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旅游南进 做大山水文章

依山傍水的所前如何“就地取材”？

■通讯员 邵福勤 记者 周婷

本报讯 新年伊始，我区工业大镇
——瓜沥 2017 年度工业经济报表新鲜
出炉：预计全年实现规上工业销售产值
378亿元，同比增长 4%；实现规上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 13.62 亿元，同比增长
7.6%；实现信息经济增加值10.51亿元，
同比增长1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亿
元，同比增长8%……一连串沉甸甸的数
字表明，处于爬坡换挡期的瓜沥工业，全
力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悄然实现了全方
位的华丽转身。

瓜沥工业以纺织、印染、卫浴等传统
行业为主。去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的发展局面，该镇积极研判内外形势，立
足实际，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积极做
好传统行业的减法文章，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抓手，扎实推进三区一降一补，积
极调处风险企业8家，有效遏制了“两链”
风险蔓延；以散乱污行业整治为抓手，取
缔关停卫浴企业312家，为瓜沥经济转型
发展腾出了空间。

加快实现腾笼换鸟，做好新兴产业
培育引进的乘法文章。全力支持企业扩
投资、抓技改、增产能、拓市场，启动千企
转型升级项目 195个，推动股改和上市
培育企业 6家，其中万隆光电实现转主
板。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承办了“走进小
城市”浙商春季论坛、首届浙商篮球联

赛，多渠道吸引知名浙商、杭商企业百余
家前来瓜沥参观洽谈，引进科技型企业
25家，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6家，孵化
产业化项目 1 个，全年完成市外内资
10.18 亿元，外资 3512 万美元。积极抢
抓临空发展机遇，着力释放招强引优功
能，实现同长龙航空、首都航空、华夏幸
福、盛裕七彩等十大项目的签约，临空特
色的格局逐步打开。

今年，瓜沥镇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
的发展总基调，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工业增加值增长6%”的目标。目
前，全镇广大企业已纷纷行动，加快结构
调整，开足马力生产，力争实现首季“开
门红”。

传统行业减法 新兴产业乘法 瓜沥新“算术”

区林场大坞山林区位于戴村镇与河上镇交界处，占地面积1360亩。通过系列改造提升，林区近年来环境变优变美，深冬季节，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傅潇霞 摄

层林尽染大坞山

本报讯 近日，北干街道召开工作
务虚会，总结交流2017年城市、楼宇社
区工作，谋划2018年的城市、楼宇社区
建设总体思路、工作重点、目标任务和
推进举措。会上，16个城市社区、5个楼
宇社区负责人分别从加强基层党建、搞
好城市管理、着力社区建设、办好民生
实事、深化平安创建等方面交流了2017
年工作思路及措施，努力找准路径，力
求在2018年开好局。

2017年，北干街道社区工作在强化
队伍建设、提升社工素质；注重制度建
设、提升服务水平；进行民情走访、落实
社区网格走访制度；加强品牌创新、拓

宽服务形式；规范小区业委会建设、调
处各类物业管理矛盾；深化平安创建，
确保社区和谐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8年，北干街道将进一步推进社
区工作，以“扬铁军精神，展铁军风采，
努力打造城区国际化的北干样板”为要
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咬
定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品质街道
目标，拉高标杆，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
经济发展与提质、社会管理与创新等三
大重点，努力探索城市管理的北干标
准、城区国际化的北干样板，谱写社区
建设的新篇章。 （靳林杰 张祥荣）

本报讯 去年以来，戴村镇以经济
提质增效为抓手，着力构建和谐营商环
境，切实当好投资企业“店小二”，扎实
推进招商选资工作。

2017年，该镇实到市外内资4.3亿
元，完成区定任务的215%，银泰农旅小

镇完成发改立项，成为我区唯一重大产
业招商项目。2018年，该镇将加快推进
农旅小镇项目建设，力争投资总额突破
15亿元，实现生态旅游经济跨越式发
展。

(沈镇 项亚琼)

本报讯 日前，党湾二小举行“迎亚
运，展风采”毅行活动，全校1000多名
师生及部分家长参加了毅行。

毅行队伍从校园出发，大家精神抖
擞，健步向前，走入学校旁边的党湾镇
德北村，沿着村庄道路前行，边走边欣
赏冬日的田野、河流以及漂亮的农家别
墅，感受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学校按照学生不同的年龄段，设置
了不同的毅行路线，高年级的同学走完
了6公里，低年级的同学也走了4公里
左右。学校通过开展毅行活动，向广大
师生及家长宣传亚运，增强大家对家乡
的自豪感和热爱之情，鼓励大家强身健
体，提升文明素质，迎接亚运盛会的到
来。 （王啸虎 童志辉）

本报讯 2018年第一周，进化镇组
织各村开展了2017年度村干部述职述
廉工作。

各村围绕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和上
级的各项决策、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情
况、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处理及落
实情况，尤其是在治危拆违、剿劣治水、
垃圾分类等中心工作、涉及中央八项规
定和作风效能建设执行情况等方面进

行了汇报，由各村党员代表、村民代表
进行民主测评，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对述职述廉对象履行工作职责和廉洁
自律情况开展民主评议，提出意见和建
议。

2018年，进化的村干部们将以更好
地姿态、更坚定的信念、更强的责任感
干净做事，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

（张帆 周颖）

戴村加快推进农旅小镇项目建设

北干探索城市、楼宇社区建设新路径

党湾千名学生毅行迎亚运

进化镇村干部述职述廉

美丽萧山

■记者 何文静 通讯员 丁琪

本报讯 近日，家住宁围街道新安村
的管来大心情大好，71岁的他因病一度
处于半瘫痪状态，经过康复训练后，只能
在家人的搀扶下勉强行走，上下楼梯、如
厕十分不便。得知这一情况后，宁围街
道残联牵头，为他家改造安装了墙壁扶
手、卫生间扶手等无障碍设施。有了这
些无障碍设施，他在家里基本上可以独
自行动了。

据悉，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工程是通
过改造家庭生活设施，方便残疾人起居
和独立生活，减轻家庭成员的照料负担
而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2017年，宁围
街道残联在区残联的支持下，联合区残
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站，开展这项惠
民工程。街道残联专门成立小组，落实
责任制和具体责任人，通过各村（社区）
调查摸底后，确定了11位残障人士作为
2017年惠民工程的惠及对象，管来大是
其中一位。

根据11位残障人士的实际需求，工作
人员为他们安装了墙壁扶手、卫生间扶手、
浴凳、防滑垫等各类设施。另外，还向重度
残疾人赠送了多功能康复医疗护理床、轮
椅、防褥疮乳胶床垫、床靠背架、拾物器等
器具。这些残障人士很高兴，设施一安装
好，就马上试用起来。

近期，宁围街道残联专门组织人员上
门走访，查看无障碍设施安装情况，听取残
障人士的意见并及时反馈，为这项惠民工
程的圆满完成提供了保障。

本报讯 7日，河上镇十三届党代会
三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镇党委、镇纪
委工作报告，听取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报告，听取镇党委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报告等。

2017年，是河上打造城市栖息地、
活力新河上的起步之年，河上以发展实
体经济为基础，以推进供给侧改革为主
线，以“一核两翼、多级助推”为架构，全
力推进产业重塑和空间重构；狠下决
心，起底翻新，开启城镇蝶变新图景，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胜利；全
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打造精品路
线、精品区块，使乡村环境面貌得到根
本性改变；坚持党建统领全局，构建大

党建格局，实现党建与中心工作、未来
发展的深度融合，以优良党风政风促民
风社风转变，不断凝聚弘扬社会正能
量。

2018年，河上镇将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区委决策部
署，以“三化联动”为指引，坚持“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的发
展理念，实施产城融合、古韵传承、乡村
振兴三大战略，不断厚植超前争先、创
新活力、古韵传承、大气包容、精益求精
之特色，践行新思想，构筑新优势，展现
新状态，为加快新时代的城市栖息地、
活力新河上而奋斗。

（杨圆圆 王军良）

河上着力打造城市栖息地

宁围实施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工程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袁园

一条育才路南至到底，便到了所前。
纵观萧山南部八镇，没有比所前更有底气
和自信称之为“主城区南大门”。

由所前大道一路向南进，所前的山水
风貌也由此缓缓映入眼帘，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的田园山村将不再是梦中的乡
愁。试想，从城区驱车20分钟，哪里可寻
得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地，
并开启一段静心之旅？

以山水为傲的所前，特别是前段时
间，位于“南大门”入口的城南村整村拆
迁，更是为所前融入主城区按下了“快进
键”。再加上，未来包括张家畈互通连接
线在内的“12588”交通工程将加快推进，
所前的城市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

交通联通山水

一条7.5公里长、灌溉一方土地的西

小江穿镇而过。低头看，碧水如蓝的天乐
湖以及散落在村落里大大小小、清冽甘甜
的古泉古井诉说着岁月的静谧；抬头看，
远处群山环抱，雾气缭绕，一股清幽舒畅
之感遍布全身。

这里便是山水所前的优美一景。然
而，如何更方便地将山水之美展现到世人
眼前，让童年的乡愁浸润心头？这已成为
所前叩响主城区南大门的迫切之问。

用交通缩短物理距离，联通山水之
美，这是所前未来的谋划之举，也是当前
的务实之作。眼下，张家畈互通连接线
已开启施工，该线起于杭金衢高速公路
张家畈互通所前出口，终于来娘线，全长
约1.7公里，双向四车道，计划于今年11
月完成建设，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所前与
萧山城区、杭州主城区间的直线距离。

古时因水运发达，而因建有18间盐
监所而得名的所前，如今依旧以交通为主
抓手，以此带动所前经济社会全方位发
展。境内不仅有浙赣铁路、杭甬运河纵横
贯穿全镇，杭金衢高速公路、03省道及其
东复线以及杭州绕城公路南线更是直通
境内。

道路延伸的同时，林道建设也继续
向纵深推进。继2016年所前完成了2.2
公里山里王林道建设，一条长4.5公里，

从杭州生态园至青化山的林道基础设施
建设也正如火如荼进行着。作为浦阳江
旅游生态区重要组成部分，所前的林道
建设意义深远，将串起抱水环山的乡村
旅游绿走廊，由珠成线，为山林资源利
用、休闲旅游养生、民宿经济发展等提供
有利条件。

随着交通进一步完善，所前作为山水
田园栖息地的价值也将进一步凸显。

山水所前开新篇

今年所前要充分发挥山水资源和交
通区位比较优势，抢抓萧山旅游南进和城
区国际化重要机遇，奋力谱写山水所前发
展新篇章。这是前不久所前十六届党代
会三次会议上，镇党委书记李书春为所前
擘画的路径与蓝图。

如何开篇？城区改造重建为所前指
明了方向。2017年年底完成腾房的城南
村城中村改造率先破题。作为该镇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征迁项目，仅用2个月时
间全面完成833户农户评估、签约工作，创
造了征迁工作的所前速度，为所前未来发
展腾出了空间，拉大了框架。

但说起所前，最为知名的仍是杨梅、
樱桃、蓝莓、茶叶等农产品，“茶果之乡”的
美誉，名不虚传。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

迄今为止成功举办19届的杜家杨梅节已
成为所前对外的一张“金名片”，每年慕名
而来的游客数以万计，既聚拢了人气，也
提升了美誉度，成为所前以农业助旅游促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了游客，有了人气，但如何留住人，
被人所称道？环境配套基础建设尤为重
要。这几年，以农业休闲游倒逼环境提升

之路，在所前越走越宽。借“三改一拆”、剿
劣护水、环境整治东风，城镇环境越来越
美，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多年“心病”
老集镇危旧房得到成片拆除并改造，进一
步彰显了所前谱写新篇的决心和信心。

可以预见，作为浙江省生态镇、首批旅
游强镇的所前，必将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和全域景区化进程中，迎来崭新发展。

杭甬运河所前祥里王李家闸河段河岸两边夹竹桃盛开美景。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袁园 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