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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新梦想
小城大未来

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2018年临浦
镇经济表现堪称亮眼，多项指标在全区名列
前茅：全年预计（下同）实现财政总收入 7.8
亿元，增长 36.1%；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4.7亿
元，增长 37.1%；规上工业销售产值 83.4亿
元，增长 22.5%；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25.09
亿元，增长14.5%；招商引税13467.4万元，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10.5%。

的确，小城市要发展，经济是关键。
从萧山东高速口出发，沿03省道东复线

一路向南，与奔流入江海的杭甬运河形成了
一个开阔的坐标系。

这里孕育了临浦这座杭州南部商贸重
镇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临浦工业园区一
期开建，到二期开园，再到 2017年 4月三期
正式完工，运河畔奏响了临浦工业“三部
曲”。

值得一提的是，临浦工业园区三期（以
下简称“园区三期”）占地590亩，目前已投产
的 26家企业在不足 300亩的土地上，预计全
年产值可突破20亿元，待园区全部开发完成
并全部正式投产后，预计销售产值将超40亿
元，利税超3亿元。

在这片临浦经济的大舞台上，一只只
“金凤凰”正舞出不同的风采。

一间不足2000㎡的厂房内，杭州泰尚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尚机械”）自去
2017年落户后便专注研发生产，当年就实现
了 2000万元的销售产值。仅 2018年上半
年，公司实际交付销售产值已达 4000万元，
是去年一整年产值的2倍。

泰尚机械是临浦镇腾笼换鸟引进的一
家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技术服务等为一体，
科技创新实力强劲，仅2017年就申请通过发
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84项。

2018年 11月 11日，是网红曲奇“AKO⁃
KO”在临浦的第一个“双 11”，当日订单近 4
万笔，销量同比增长 300%，销售额近千万
元，同比增加 600%。它的生产厂家是浙江
云起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初入驻临浦工业
园区三期后，于7月开始试生产，便取得了令
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这里，已经成为“金凤凰”们竞相安家的
“梧桐树”，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临浦
镇为企业打造的一流营商环境和一系列暖
心、贴心的政府服务。

被“选中”的企业，均能享受到临浦镇的
“店小二”服务：公司审批全程由镇工作人员
代办跑腿；公司遇到问题，工作人员不论上
班还是节假日，风雨无阻“随叫随到”；而“随
叫随到”只是一种形式，最终目的是通过周
到的服务，想方设法把企业的事办好、办成。

一系列贴心服务也收获了在临企业的
一众点赞。“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土地审批
到后来公司大楼建设中，有许多环节需要政
府部门的协调，但只要我们有需求，临浦镇
工作人员就从来不推、不拖，忙前忙后，切实
把我们的事当成了他们的事来办，我们可以
有更多的时间一心扑在如何加快投产上，可
专注抓好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北京首创萧
山项目负责人对临浦镇提供的服务赞不绝
口。

栽好梧桐树、引进“金凤凰”的同时，“本
土麻雀变凤凰”这般励志的故事在临浦也不
乏真实的演绎。

在临浦从事电商8年，从最初200㎡的夫
妻淘宝店做起，2012年成立公司，到现在的
天猫日用百货类目前十，杨纳贸易每年销售

产值都以 50%的速度在递增。前年，杨纳贸
易注册了自主品牌，通过向工厂定制的方式
提高产品质量，取得了成效：一款马桶垫成
功申请外观专利后，一年销量高达200万件，
全网销售排名第一，2018年“双11”，8万块洗
碗布一天售罄，当天总订单量突破30万单。

去年 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
通。在1000多公里外的临浦，杭州大索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索科技”）的职工们
也难掩激动。港珠澳大桥项目设有多个人
工岛，岛上观景平台采用的竹地板就是由大
索科技生产安装的，工程总体量在 3万㎡左
右。

港珠澳大桥项目对产品的要求极高，为
此，公司研发团队对第四代高耐竹材在硬
度、防火、抗白蚁、耐腐性等各项技术参数上
进行再次提升，尤其是抗白蚁、耐腐性两项
分别达到八级和一级，为目前业内最高等
级，遥遥领先。

今天，无论在西班牙马德里国际机场，
还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边码头，抑或是
在杭州良渚文化村、无锡大剧院、微软上海
总部、长城汽车生产基地……临浦人都能看
到从这座小城市走出去的高端产品，怎么能
不为之自豪呢。

镇党委书记王润东表示，企业家是临浦
发展的宝贵财富，作为政府部门，要为企业
在临浦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一流的环境，积
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优化服务，
精准扶持，切实提高全镇亩产效益，实现临
浦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金凤凰”飞舞在浦
阳江畔这座魅力小城，临浦也将实现“凤凰
涅槃”。围绕争当发展数字经济排头兵的目
标，临浦正积极抢抓历史机遇，让数字经济
为临浦小城市发展赋能。

我们的小城市我们的我们的小城市我们的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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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萧山区“一心两翼”的“南翼”中

心，临浦镇在新形势下抢抓机遇，围绕争

当四个排头兵，争创现代化一流小城市，

奋力书写着属于临浦的精彩答卷。

在颜值这件事上，古镇临浦历来是有
底气的。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传说
就是在临浦苎萝山下一个名叫施家渡的小
村子长大。

能够孕育绝代佳人的地方，自然也是
山水秀绝：浦阳江水，千古流淌；郁纡峙山，
终年苍翠；西小江上，舟行杭甬；木尖山下，
湖光潋滟；梅里山村，古木丽影……

伴随着这份自豪，临浦人心中也藏着
痛楚——这么美的临浦，只可远观，禁不起
细看：乱搭乱建的彩钢棚、辅房，如蛛网般
杂乱密集的线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广
告牌，老旧破损的墙面店招，乱停乱放的车
辆……

好在，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了“过去式”。
2018年，临浦镇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为契机，向全域环境治理发起总攻，梳理
出环境卫生、城镇秩序、乡容镇貌三大类共
25个项目，全面开启蝶变之旅。

临浦全镇面积 42.48平方公里，总人口
约10万。其中，集镇区域面积四平方公里，
却居住着全镇五分之一的人口。彩钢棚、
阳光房、空调棚、雨棚……各种违章搭建层
出不穷，呈现出“小而密集、乱而隐蔽”的特
点。不同于集镇，农村区域的违建则呈现
出“面积大、分布散”的特点。这些违建既
存在着安全隐患，也对环境和城市形象品
质造成了影响。

为此，临浦小城镇综合整治的第一战，
就是“违建清零”，从集镇到农村全域覆盖，
全年分三轮全面围剿各类违建，同时积极
做好拆后利用文章，例如将原临浦城管大
楼前的违建拆除后，与大楼院子打通，改建
成公共停车场；对体育馆边违建进行拆除
后兴建“口袋公园”。在“违建清零”行动
中，临浦镇累计拆除各类违建面积 28.3万
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实现拆后土地
利用率97.42%。

地上“拆”出新的空间，抬头却发现蓝
天白云被各种线缆切割得支离破碎。这些
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作“空中
蜘蛛网”。在此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
临浦镇累计完成集镇核心区域11条主要道
路强弱电架空线路下线，累积整治各类线
缆总长达 100公里以上，其中，强弱电上改
下超 20公里，梳理飞线架桥 70余公里，让

“无线”风光助力小城风光无限。

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中，交通历来是衡
量一座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指标。

以东藩路为中轴线，着眼交通优化，临
浦镇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之初，就
按照“一级提标、二级提档、三级对标”的标
准，制定“一路一策”，对11条道路进行整治
提升，其中“一纵三横”主要道路——东藩
路、人民路、苎萝路、峙山北路实施综合整
治，包括道路拓宽提升、立面整治、“海绵城
市”建设、绿化亮化等配套工程。

同时挖掘集镇空间潜能，新增及扩建5
个停车场，集镇范围总计增加停车位近
1000个；增加“智慧”元素，投资 300万左右
全面升级集镇重要路口智能交通建设，提
升交通信号智能化水平，安装闯红灯抓拍
电子警察 3套，新增高点监控 4套，自动抓
拍视频监控系统30套。

结合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一系列民
生利好工程从东藩路不断延伸开来，遍布
小城各个角落。东藩小区建于 1998年，作
为老小区，一方面享受着各种资源便利，另
一方面，小区很多功能设施都无法跟新小
区相比。不过，令小区600余户住户感到惊
喜的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给这个老小
区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包括自来水管网
整改、天然气入户、市政管网雨污分流、强
弱电上改下、绿化整治、停车位增设、小区
路面彻底改造、车库改造等十余项民生福
祉子工程，实现群众“居有其屋”到“居优其
屋”。

而在东藩小区南面，8幢危房里的 200
余户居民也领到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带
来的“红包”——这些房屋建于 30年前，由

于年久失修，发生基础不均匀沉降、上部结
构严重老化、墙体出现裂缝等一系列问题，
2018年 6月临浦镇便启动对这些C级危房
的整治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幸福也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
在景泰公寓、金榈湾等小区，居民们用

垃圾分类账户上的积分兑换了洗衣粉、洗
洁精、纸巾等日用品，在参与垃圾分类中既
感受到了小区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也得到
了实惠。

在峙山北路、峙山西路、农贸市场边上
……从集镇到农村，43座公厕，外型时尚大
气里面干净整洁，这些美丽公厕已被打造
成为具有临浦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和

“美丽风景”，在为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提
供更多舒适便利外，也极大地改善了小城
人的居住环境。

吃过晚饭，和家人漫步在临浦街头，璀
璨的夜景灯光变幻交织，让小城市更具时
尚与风情，仿佛在诉说着“小上海”的前世
今生。

在临浦，“乡村振兴”早已成为一个高频
词，更成为了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它让乡村
拥有了更多更好的机遇，并成为活力小城市的
助推器。

去年初以来，横一村村民们无数次看见一
位头发花白、佩戴金丝边框眼镜的大学教授带
着他的团队穿梭在村里的各个角落。

起初，村民们并不了解这位教授是来干什
么的。直到临浦镇吹响“美丽乡村”建设的冲
锋号，启动横一村美丽乡村建设。在启动仪式
上，大家才知道，他是浙江工商大学城市管理
学院的副教授倪树高，也是横一村人。

2018年初，横一村被列为全区美丽乡村
提升村，村干部们将此作为全村年度头等大事
来对待，却也为此犯了难：横一村经济基础薄
弱，请的设计公司钱贵不说，万一效果还不好
可怎么办。

“美丽乡村建设在全省遍地开花，我们不
能搞得‘千村一面’，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和闪
光点，所以这个规划师首先必须读得懂横一
村，然后又有专业的视角和水平。我们就想到
了本村的乡贤倪教授，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了。”村主任傅临产告诉记者。

傅临产和倪树高年纪相仿，对他印象十分
深刻，因为“他是我们横一村第一位北大毕业
生”。

而另一方面，倪树高也深有体会：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的机遇无处不在，
这次终于轮到了家乡横一村。于是，他便爽快
地接过了横一村美丽乡村总设计师的重任。

倪树高频繁地带团队到横一村，用脚步丈
量这片故乡的土地，亲自主导设计编制了横一
村美丽乡村建设的蓝图，并充当横一村的发展
顾问。随着南河塘路拓宽、农村辅房整治、“精
品路”打造、垃圾分类、入村口节点改造等一系
列工作的推进，横一村按下了“美丽”的快进
键。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去年 10月
21日，临浦镇首届梅里方顶柿丰收节就在横
一村举办，成功吸引了 3000多名游客走进这
片“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丽山村，欣赏到了千
余株从明代起就陆续种下的形态各异的古柿
树，体验了一把打柿子的乐趣，也尝到了梅里
方顶柿和横一特色“十碗头”，当天梅里方顶柿
的销量就突破了万斤。

立志实现乡村振兴的，不仅仅是横一村。
在临浦镇东北角的白鹿塘村，已经“走”出

萧山成长为杭州的“明星村”。每年都要接待
来自各地的考察或交流学习数十次。2015
年，白鹿塘村文化礼堂投用以来，这个小村子
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过去村庄环境脏乱差、
干群关系也不融洽，导致很多工作都做不下
去。新的班子成立后，迅速整改，就从项目开
始抓。每次上面什么工程或项目，白鹿塘村总
是结合实际积极争取，乐意当全镇“试点”，探
索经验并向兄弟村（社）推介。例如，白鹿塘村
作为全镇第一批两个试点村的其中一个率先
开展垃圾分类，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上个月，村里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给每户
村民家门口放置了一张内容丰富的荣誉榜，

“规定动作”是垃圾分类按星级评，最差没有
星，最好 5颗星；“自选动作”则根据每家的具
体情况，如家庭关系融洽的就插上一块“家庭
和睦”的标牌，做好环境卫生装扮庭院的可以
评“美丽庭院”，积极参加村里或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的则被评为“热心公益”……村干部告诉
记者，这么做是为了激发村民们的荣誉感，让
垃圾分类成为一种习惯，让美好的家风引领推
动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让群众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
性。

2018年 1月 30日，全省首个派出所独立
出入境办事大厅——临浦派出所出入境受理

点启用，辐射杭州南部50万群众，意味着南片
居民们不用再跑萧山城区，在家门口就能轻松
办理各项出入境业务。紧接着，8月2日，全省
首家可办理全部69项车驾管业务的“乡镇”车
管所——临浦交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南片
8个乡镇约有驾驶员 14万名、机动车 10万辆，
到区车管所的距离在10-40公里不等，到临浦
交管服务中心的距离则要近一半以上。而萧
山区车管所能办的业务，在临浦交管服务中心
也全部能办理，大大方便了南片车主们。

对河上、进化、戴村、浦阳、楼塔等南片 8
个乡镇的居民来说，一直以来便有这样的感
觉：到了临浦就是到了城里。的确，去萧山城
区太远，到临浦小城市距离正好，各项生活服
务的功能又齐全。

12月18日，星巴克临浦店开张，立即成为
南片人的打卡胜地。“以前，我们去招引优质项
目或企业来临浦入驻发展的时候，就碰到过，对
方公司问我们‘临浦有星巴克’吗？一句话就
把我们给堵住了。”临浦镇一位招商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现在不一样了，越是优质的项目和企
业，就越看重你的环境设施。所以，那次招商的
结局当然是没谈拢。不过，现在我们有底气
了。看，临浦不仅有星巴克，还有肯德基汽车穿
梭餐厅，以及毫不逊色于主城区的 IMAX影院，
这里就是一座宜居宜业的活力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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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 让金凤凰竞舞浦阳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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