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健T04 专题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健T13

●数字经济产业
●农旅休闲产业
●体育运动产业产

人

●V智造产业社区
●银泰农旅小镇 城

●乡贤联谊会
●文化管家
●非遗“五进” 文

●聘好“顾问团”
●建好“施工队”
●带好“生力军”

戴村镇是全国百佳旅游乡镇，省级生

态镇和旅游强镇。浙江省公布2018年度

美丽乡村示范乡镇和特色精品村名单，戴

村镇赫然上榜，全区唯一。

戴村风景秀丽，人文荟萃。境内景点

有宾王遗迹、亿年火山、石牛陇耕、仙女

拂水、千年晋窑、老鹰啄鳅、响天竹风、马谷

竹径、竹中探幽、云门古刹、三清茗园、女娲

炼石、杨坞碧水、云雾天镜、蟒潭飞瀑等。

这里出产的三清茶深受全国各地茶友的喜

爱，因此，戴村也被冠以“中国三清茶之

乡”。

近年来，围绕区委打好“一二八”组合

拳的要求，戴村镇牢牢把握机遇，精耕细

作，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牢牢把

握时代大道南伸的战略机遇，在产、城、人、

文四大领域全面深度融合，推动戴村经济

产业业态新突破，实现高质量发展。

郊野运动小镇声名远扬。各类体育赛

事和文化活动蔚然成风，山地马拉松赛、山

地越野赛、山地自行车赛、三清茶文化节、

登高节、水上嘉年华……吸引了国内外游

客参加，打响了“活力戴村，运动天堂”品

牌。

在教育配套上，成功招引了总投资7.7

亿元的国际知名学校威雅公学；在商贸发

展上，成功招引了萧山南部首个大型商业

综合体——城南银泰城；在产业提升上，抓

住时代大道高架南延的机遇，规划建设V

智造产业社区……勾勒出一幅“村美、民

富、业兴、人和”的杭州南花园、城市新阳台

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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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戴村版“一带一路”助推高质量发展产

杭州南花园 城市新阳台

激发产业生机

过去，戴村和其他萧山南部的乡镇
一样，连绵青山给予了她清丽脱俗的美
貌，却又不可避免地将其囿于群山之
中，使其长期处于产业发展“洼地”。

可是现在再看戴村，她仍然怀抱青
山，而境况却完全不同。这主要得益于
戴村因地制宜打造的“一带一路”。

时值八月，一万平方米的七都溪天
然泳池成为都市人争相打卡的清凉地，
带动周边民宿、商店等经营，形成了一
条农旅经济产业带。

一年四季，一条健身步道，绵延在云
石群山之间，将戴村得天独厚的景观资
源串珠成链，形成一条体育经济产业带。

不久以后，时代大道南伸，将连接
戴村和滨江，直达杭州市中心，迈入杭
州半小时经济圈。而时代大道沿线将
形成一条数字经济产业带，为戴村深度
融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引擎。

时代大道高架南延，意味着戴村成
为萧山“两带两廊”中时代智慧走廊的重
要阵地。

以时代智慧走廊和“4286”产业载体
建设为契机，该镇委托省工业和信息化
研究院、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等智库机构，
编制戴村V智造产业社区规划。

V智造产业社区的“V”是英语“Vi⁃
sion”（视觉）的首字母。顾名思义，它将
聚焦数字经济，积极招引视觉相关项目，

包括传感芯片、器件、设备等。目前，已成
功引入春来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成功
签署智慧乡村5G设施建设。

围绕V智造这一主题，戴村正在高规
格打造中国首个RISC-V产业园。计划投
入资金7500万元对园区内所有道路进行
提升改造，实施强弱电上改下工程，对园区
企业围墙、立面进行统一整治。

对园区内闲置厂房进行统一租赁，
统一招商，制定产业规划、限制产业门类、
明确招商政策。同时将加大招商力度，
重点围绕V智造产业社区定位，招引效益
好、科技含量高、产品档次高的项目入驻。

在这个产业社区里，戴村还将新建
一个工业邻里中心。由城投集团对园区
陆家路8家旧厂房进行拆除或者改造利
用，配备餐饮、超市、会议、体育休闲等功
能，配备人才公寓、公共停车场等。

在V智造产业社区的西侧，城南银
泰城已经开建。这是银泰农旅小镇首期
开发和动工的项目，总投资23.2亿元，涵
盖时尚百货、新零售、国际影城、精品酒

店、儿童主题乐园及国内外特色餐饮品
牌等业态为一体的大型商贸综合体和社
区邻里中心。项目瞄准杭州南部会客厅
的定位目标，建成后将填补萧山南部大
型商业中心的空白，有效提升区域商业
实力，满足萧山南部群众消费升级需求，
促进南部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多点开花，一系列利好信息接
踵而来。

前不久，浙江省气象部门公布了一
份全省100个避暑气候胜地名单。评选
标准十分严苛。例如，其中一条就是，在
7—8月两个月日平均气温高于30℃的天
数不超过7天，空气优良天数不少于55
天，植被覆盖度高于60%等。

位于戴村南部的云石生态休闲旅游
度假区（以下简称“云石度假区”）成功入
选，成为全区唯一上榜地，无疑为戴村农
旅经济再添优势。

云石度假区内，七都溪犹如一条玉
带，镶嵌在青山脚下，贯穿整个云石片
区。而七都溪沈村段，平均水深1.6米，

水质常年保持在Ⅰ-Ⅱ类，溪水清澈见
底，形成了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天然泳
池。不仅是附近居民的夏日福利，也在
走红网络后不断吸引绍兴、杭州等周边
城市的居民争相打卡。

今年，戴村镇在七都溪旁新建了停
车场、更衣室、小卖部、厕所等基础设施，
进一步改善了七都溪的配套条件，提升
吸引力。下半年，云石度假区将实现公
共自行车全覆盖，让人们在避暑度假的
时候，体验一番山间郊游的野趣。

有青山绿水为伴，有郊野运动小镇
加持，有“网红”七都溪点缀，有基础设施
完善更新，戴村民宿产业不火不行。

截至目前，全镇共有30家民宿，其
中3家示范点，27家农户经营户。分布
在尖山下、方溪、骆家舍、枫桥、青山、沈
村、八都、马谷、郁家山下等村，带动村民
就业200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的戴村民宿产业
呈现出集群化、高端化的特色，尖山下村
也成为全区首个区级民宿示范村。着眼
长远，戴村还率先成立全区首个民宿经济
行业协会，规范民宿管理，提升民宿品质，
进一步打响戴村民宿品牌。

依托民宿资源，戴村建立首个杭州
市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开展环卫工人
走进戴村疗休养活动，发展职工疗休养
特色产业，进一步延伸消费链、产业链，助
力旅游产业向深向广发展。

不难发现，在近几年大杭州城市体系建
设之中，一些曾经不被关注的边缘地带纷纷
把握住机会，踏浪前行，频频登上“C”位。

短短三年的时间，戴村“郊野运动小
镇”的蓝图迅速打开：80公里的国家登山
健身步道，45公里森林骑行道，14公里彩
色林带，兼具观光游览和运动休闲功能的

“十里长潭”慢行系统……越来越多的都
市人想来这里亲近自然，以运动的方式。

每年初夏，鸟语花香之时，这里有
山地马拉松赛。每年深秋，层林尽染之
际，这里有山地越野赛。来戴村，徜徉
在青山绿水间，呼吸，运动，享受自然与
历史的馈赠，让这座有“杭州南花园”之
称的美丽小镇，名声远扬。

而她提供的又是一种可复制的发展思
路：美而自知，踩准时代的鼓点，以生态蓄
能，以运动赋能，继而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

时间倒退回 2016年，国家体育总
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传来的喜讯，打破
了这片山水福地的宁谧——萧山国家
级健身步道正式通过立项申请，在戴村
启动建设。

为什么选择戴村？答案或许是显
而易见的。

在戴村，山是“萧山之巅”，水是“三江
之源”，茶是“文化命脉”。自然资源有仙

女湖、三清茶园、响天竹风、亿年火山遗
址、石牛山等，人文资源有三清殿、云门
寺、省级非遗顾家溪手工造纸技艺等等。

去年初，这条 80公里长的国家级
登山健身步道竣工，甫一亮相便惊艳萧
然内外。步道主线50公里，辅线30公
里，依云石群山延绵而上，因地制宜地
设计了五种不同的步道样式。来戴村
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你可以一次性体
验木质栈道、砂石步道、落叶步道等。

步道一路蜿蜒，穿梭于这片秀美山
水间，将一众风景串点成线。穿越石牛山
森林公园，翻越萧山最高峰船坞山，走过
萧山海拔最高的水库响天岭水库，跑过萧
山海拔最高村骆家舍，沿途还经过天狮飞
瀑、石牛卧港、亿年火山遗址和千年古刹
云门寺等知名景点。整体线路呈荷叶状，

由一条主线、若干条支线和下撤点组成，
可以从多个口子出入，移步换景。

从这条步道出发，戴村“郊野运动
小镇”的蓝图也迅速打开。80公里的国
家登山健身步道，45公里森林骑行道，
14公里彩色林带，还有兼具观光游览和
运动休闲功能的“十里长潭”慢行系统。

从运动达人圈中溢出，郊野运动小
镇并不满足做一个“流量小生”，而是更
加注重修炼内功，不断积蓄能量，形成
品牌效应。

去年，戴村“郊野运动小镇”毫无悬
念地入选全省首批 7个省级运动休闲
小镇培育名单。根据省体育局相关人
士介绍，入选培育名单的小镇最大的扶
持政策便是其他地方不能再命名同类
主题运动休闲小镇，确保资源“稀缺性”

和小镇“差异化”。
每年5月的山地马拉松赛，10月的

山地越野赛，早已成为国内外运动爱好
者的“打卡地”。

在此基础上，今年3月30日，戴村首
次尝试数字经济赋能体育品牌打造。面
向互联网巨头企业打造特色赛事，举办
首届图灵运动会，一下子吸引了来自阿
里、网易、华为、新华三、海康威视等知名
企业的近千名数字经济人才。

他们以运动的方式，徜徉在这片秀
丽山水间，与戴村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腾讯视频点击量破100余万次，从线下
延伸到线上的“郊野运动热潮”，再次提
升了戴村郊野运动小镇的品牌知名度。

从这条步道出发，戴村打开了一扇
扇不同的窗，可以更好地望向远方。

而远方的朋友也通过这些窗口递
进来“橄榄枝”：以茶为媒、山水为聘，银
泰集团、云南城投赶来和戴村签订云石
旅游度假区农旅小镇项目；总投资 7.7
亿元的英国威雅国际公学在仙女湖畔
开建，预计2020年9月开学；斯迈夫宣布
将在未来五年一直“定居”萧山，并将与
戴村合作打造“体育小镇”；第五代自主
可控芯片RISC-V深入对接；国际新零
售品牌奥特莱斯、匠人村、户外研学基地
等项目纷至沓来。

打造“雨林”式人才生态人 激发干事热情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
生态系统，不同物种间紧密关联、相互依
赖，又竞相成长、自我循环，生生不息。

由此衍生出的一个词叫“雨林”式
人才生态。在戴村，各行各业人才践行
着初心和使命，实干至上，使得这片“雨
林”呈现勃勃生机。

你可以看到，“贵州省道德模范”
“杭州市道德模范”杨明，走进尖山下村
文化礼堂，引领乡风文明传播。

你可以看到，2019年杭州市劳动模
范，浙江九龙厨具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沈贤法，深耕商业厨具技术创新和产品
领航，拥抱5G时代的到来。

你可以看到，网易总监阮良当起了
青年导师。请来网易云资深战略专家、
网易资深用研、网易高级产品经理等互
联网领域年轻专家，为戴村机关部门及
各村（社区）80后干部、企事业单位青年
职工带来思想的碰撞。

你还可以看到，镇村干部们走村入
户，村民们晚上见到干部的次数更多
了，白天到镇里来上访的群众更少了。
工作方法立竿见影的更多了，干部碰到
难题愁眉苦脸的时候更少了。

实干，创新，活力。
这，就是戴村！

你若盛开，芬芳自来。

人才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乡村振兴的源动力，戴村镇积极打造

“雨林”式人才生态系统，提升干部队伍
干事激情，以人才队伍振兴实现戴村高
质量发展。

一是聘好“顾问团”，聘请美丽顾
问，为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林道等
提供优质方案，助推全域景区化。聘请

“互联网+”顾问，成立数字化办公室，融
入互联网思维，通过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的各个产业。聘请乡贤顾问，整合乡贤
资源，发挥乡贤优势，吸引优质产业回
归，助推乡村振兴。

二是建好“施工队”，实施干部储备
工程，强化党建引领，着力加强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加强镇村两级青
年干部培养，形成优质合理的后备干部
梯队。实施人才回归工程，完善多元化

融资和创新激励政策，吸引优秀年轻人
才回归乡村。实施头雁领航工程，发掘
乡村行业领军人才，培育一批新型农业
经营、文化旅游、非遗传承的带头人。

三是带好“生力军”，着力规范村规
民约，完善激励机制，打造“美丽菜园”

“戴村家宴”等特色品牌，充分激发戴村
群众的智慧和热情，全面参与产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行动中来，不断增强百姓幸
福感和获得感，形成全民参与、互动互
利、共建共享的新格局。

四是创新实施领导班子“五领衔”工
作机制。戴村镇全体班子成员，每年围
绕“征地拆迁、五水共治、招商引资、实事
工程、信访维稳”5个方面的40多项内
容，领衔督办，形成“一位队长、一支施工
队、一批项目、一抓到底”的工作格局。
无疑，戴村的“五领衔”机制与市、区提出

的建设一流施工队理念相似。
“五领衔”机制充分激发了干部干

事热情、强化了担当意识。不少干部坦
言直接上了“火线”。然而齐心协力、奋
战一线完成工作则让身处其中的干部
充满了成就感。

从“五领衔”机制出发，戴村又创新
设立“周二日访+值班夜访”制度。自全
区“民情双访”活动启动以来，戴村镇根
据农村居民的生活出行特点，创设了镇
村干部“值班日夜访”工作机制，变“白
天群众没时间跑政府”为“夜晚干部加
班跑群众”，切实转变了干部工作作风，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脚下有土，心中才有谱。值班夜访
实现走访人员和走访时间的“双到位”，
围着圆桌大家谈、开门见山直接谈、层
层深入多次谈等现象屡见不鲜，拉近干
部群众的心理距离，夯实了双方的感情
基础。

每次值班走访三到四户，积少成
多，如今镇机关干部几乎走遍了辖区内
的农户。在全覆盖的基础上，戴村民情
走访更加注重实效，坚持问题导向，以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值
班日夜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此基础上，今年戴村还推行了全
区首创的联村干部大比武，旨在检验联
村干部民情走访的成效。

戴村非遗资源丰富，有茶亭伤科、
顾家溪手工造纸两项省级非遗，以及
马灯、竹编等七项区级非遗。借着丰
厚的非遗家底，今年4月戴村举办第二
届非遗展，并在全镇各村社举行了 6
场，深受村民和游客喜欢。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戴村探
索“菜单式”“订单式”文化供给新模
式。于是有了文化管家进村，进而请
来文艺圈大咖为群众授课，镇村文化
活动和村民文化生活双双提质，实现
从文化惠民到文化悦民。

让丰厚的文化资源走进寻常百姓
家，戴村实施非遗“五进”。于是有了
非遗“进村社、进文化礼堂、进民宿、进
企业、进学校”等活动，丰富多彩、积极
向上的非遗文化全面渗透，让群众深
入了解本地历史文化。

让乡音、乡情源源不断地传递下
去、传播开来，凝聚成乡村振兴的强大
力量。戴村镇成立乡贤联谊会，作为
各行各业翘楚的120余名乡贤，成为村
级决策的智囊团、扶贫兴业的致富团、
乡风文明的督导团、慈善公益的志愿
团，同时也是戴村人文荟萃的彰显。

到戴村来，触摸更有温度的乡村。

在方溪村，村民沈旦家的“长潭云
中·锦宿”精品民宿时常处于爆满状
态。这家由废弃多年的破厂房改建的

民宿，环境清幽，游客在这里既可享受
民宿的惬意时光，又能零距离接触省
级非遗——顾家溪手工造纸技艺。

在尖山下村，乡贤们自发组建乡
亲帮扶基金，为全区首个村级爱心组
织。大家以每人每天捐款10元，全年
捐款不低于3650元的方式募捐。截至
去年底，已筹到资金近90万元，发放帮
扶资金44.59万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
267人次。还创建了农村文化礼堂，时
隔多年，非遗龙马灯又“跑”了起来。

在郁家山下村，郁氏先人曾于道
光年间创办了文盛堂。两百年后，文
盛堂依旧文墨兴盛，办起书法公益
班。雪山春精舍核心成员、乡贤郁尧
红当起公益班的老师，把下一代领进
书法的圣殿，教他们体会跃泉之态、韵
律之美。

文化的土壤，无处不在。

文化管家，也无处不在。
去年11月，戴村积极创新，与杭州

新青年歌舞团旗下子公司杭州最忆文
化有限公司开展合作，率先在全区引
入社会力量担任“文化管家”，参与全
镇公共文化服务。

半年多来，“文化管家”已相继参与
了戴村镇大石盖村首届年俗节、戴村
镇“我们的村晚”演出、第六届杭州三清
茶文化节、戴村镇乡贤大会等重大活
动，专业的文化表演，为村民送去了丰
富的文化盛宴，也让村民们乐在其中。

戴村镇依托全区首个文化管家合
作模式试点优势，不断巩固扩大公益
性文化培训成果，开展了合唱、书法、
越剧、舞蹈、民乐、摄影等专业化培训
班16期、受训人员达600余人、受众人
群逾5000人，全镇基层文艺团体演出
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有效

地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与以往文化培训不同，此次培训

“以需定制”，实行“上门服务”。根据
前期摸底，在了解各村村民文化需求
的基础上，文化管家制定相关培训课
程，并通过多方联系，找来“文艺圈”对
口专业老师上门开展指导。

请来授课的都是“大咖”，如中国
摄影家协会会员董伟，G20峰会大型晚
会民乐演奏女子乐团队长钱方等，10
余位专业艺术人员担任授课老师，极
大地提升了村民接触文化的高度和广
度。大家高兴地说：“现在，在家门口
看演出，不仅能看到‘艺术家’，也能看
到自己村里人，既有看头，又接地气。”

通过在网上公布课程和时间，村
民电话和邮件报名。第一批十余门文
化培训课名额已全部爆满，村民参与
热情高涨。所有课程都在各农村文化
礼堂内举行，定时定点开展，村民可以
在“家门口”享用“文化大餐”。

充分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今年，
戴村启动三处名人馆修缮，即郁家山
下郁达夫祖居、张家弄郭汉城纪念馆
和沈村沈佩兰故居，预计年底前可竣
工亮相。同时，擦亮长潭十景、古法造
纸等文化品牌，打造竹编、马灯、三清
茶等非遗展示馆，激发文化活力，讲好
戴村故事，让游客读懂戴村，充分体验
戴村的文化魅力。

郊野运动小镇形成品牌效应城 激发山水潜能
绘就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文 激发文化活力

戴村：特色小镇的建制镇样板

王占伟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总经济师

当前的戴村处在杭州“以时代大
道、中河高架为心”的城市中轴线最南
端，这条中轴线，如同城市的“主动
脉”，使戴村与杭州主城紧密相连，同频
脉动。戴村镇踩准时代的鼓点，正践行
着一条以建制镇全域打造特色小镇的
区域样板。

以人文生态蓄能。人文生态是戴
村的底色。在戴村，山是“萧山之巅”，
水是“三江之源”，茶是“文化命脉”。
自然资源有仙女湖、三清茶园、响天竹
风、亿年火山遗址、石牛山等，人文资源
有三清殿、云门寺、省级非遗顾家溪手
工造纸技艺等等。云石度假区成功入
选全省 100个避暑气候胜地，尖山下村
成为全区首个区级民宿示范村。

以休闲运动赋能。休闲运动是戴
村吸引年轻人的利器。80公里的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45 公里森林骑行道，
14 公里彩色林带，还有兼具观光游览
和运动休闲功能的“十里长潭”慢行系
统，“郊野运动小镇”入选全省首批 7个
省级运动休闲小镇培育名单，从线下延
伸到线上的“郊野运动热潮”，再次提升
了戴村郊野运动小镇的品牌知名度。

以数字产业接续。数字产业才是
戴村水到渠成的大招。V 智造产业社
区聚焦数字经济，积极招引视觉相关项
目，包括传感芯片、器件、设备等。目
前，已成功引入春来科技等一批优质企
业，成功签署智慧乡村 5G设施建设，着
力构建“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的未
来产业体系。产业够前卫，思路够大
胆，但有了人文生态的基础和休闲运动
的赋能，自然是水到渠成。

如今，戴村凭借自身底蕴与交通区
位优势的提升迅速，短短三五年之内迅
速发力。未来，在全区“一二八”战略的
正确指引下，戴村通过持续不断的开放
创新，定能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成为
实至名归的“杭州南花园、城市新阳
台”。

读懂萧山·戴村 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一线报告
寻找——深度融杭·助力亚运·创新强区·美丽萧山·数字经济 样板

■政务中心通讯员沈镇图片由戴村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