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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冬至、盼贤至！群贤归心、故里新！
乡贤们共聚新街小学，追忆往日美好

岁月，致敬当下乡贤荟萃。是啊，在新街这
片人杰地灵的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新街
人在这里出生、成长，然后走出去深造、拼
搏，学业、事业有成后再归故乡创业创新。

这里由乡贤蔡金法教授发起并领衔的
“蔡金法数学合作学习工作室”提升了新街
教育尤其是数学师资的质量；“无臂英雄”
王李超以超出常人数百倍的努力与付出，
诠释着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新街精神；遍
布全国的新街花木人心系家乡发展，积极
参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并认领打造
了10多个花木特色景观节点扮靓家乡；
陈家园的企业家乡贤，为美丽乡村的建设
捐款助力……新街乡贤已然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新街街道乡贤联谊会成立大会上，
通过了联谊会章程、议事规则等，推选产
生了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并选举产生了

联谊会会长、副会长，聘请了名誉会长、荣
誉顾问，聘任了秘书长、副秘书长。

乡贤联谊大会的成立，无疑为新街
在新时代发展注入了宝贵的能量。正如
新街街道第一届乡贤联谊会会长裘炳辉
所说，杭州进入了钱塘江时代和亚运会

时刻，这对于新街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时
机，新街广大乡贤要抢抓机遇、致力创
新、有责任担当，突破束缚、实现转型发
展。他表示，将会以乡贤联谊会为新的
平台，策划好活动、搭设好载体、整合好
资源，凝心聚力建设新街。

新街乡贤共筑梦 造福桑梓畅未来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新街，萧山最年轻的街道之一，积攒

着勤劳勇敢的优良品性、承载着奔竞不
息的弄潮儿精神，筑巢引凤、搭台引才，
以接续奋斗、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引来
越来越多的项目与人才落户新街。

新街街道首届乡贤大会不仅是一场
回顾往昔叙乡情的“团圆大会”，更是一
场展望未来话发展的“激励大会”。 会
上，进行了政银战略合作、美丽乡村建设
战略合作、创新型项目入驻等项目签约
仪式，为新街经济转型、乡村振兴与人才
发展战略注入了新力量。还有来自海内
外的30多位“博士亲友团”带来“共生·未
来”宣言，他们共同选择了新街、选择了
留下、选择了从“新”出发。

因为信任，所以选择；因为梦想，所
以留下。正如当前新街的发展势头一
样——紧扣“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
放再出发”和打好“128”组合拳等上级
部署，奋力开启跨越发展奋勇争先的新
征程；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招商环

境、民生温度、干部作风等改革创新，坚
决打破各种束缚发展的“坛坛罐罐”，奋
力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深度融
入开发区平台，完善地铁7号线、建设
四路、机场城市大道经济带“一线一路
一带”新发展格局，奋力开启城市化推
进的新征程;坚定实业发展之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疗等新

兴产业，奋力开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征
程；全面提升人民获得感，联动建设“美
丽城镇”“美丽乡村”，奋力开启创造美
好生活的新征程。

新街人走出去，装点神州、建业华
夏；新街贤达回乡，创新引领、创业故土，
相信在新街乡贤的关心和推动下，新街
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

多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苗木地，多年
后，这里已是一座城。

新街人才济济、能人辈出。从这片土
地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新街人，凭着“吃
苦耐劳、敢闯敢拼、开拓进取”的精神，在
国内外、各行业拼搏奋斗，收获了累累硕
果。而今，在外乡贤们回到新街，纷纷感
叹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在集镇的街头，乡贤们纷纷找寻着儿
时的记忆。“原来这里都是乱糟糟的，没想到
变得这么美。”“是啊，如今走在新街街头，感
觉就像在逛一个大公园。”当乡贤们的记忆
还停留在长山老街那破旧的景象，还记得花
市街两侧年代久远的杂货铺，可眼前完全是
另一番景象了：工人路变宽了，老集镇变整

洁有序了；花市街借助美丽城镇建设将重新
打造，量身定制为新街特色街；人民路、国槐
路纷纷被拓宽，曾经的堵点已全面打通。“新
街哪里还是原来的农村啊，分明就是崭新的
城市模样。”

的确，随着近年来，新街对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新街实现
了从农村变城市、从洼地变高地的华丽转
身，奏响了“东部做美环境,中部做优功
能,西部做强产业”的协调发展共鸣曲。

看完城市，看农村，一点点勾起了大
家的乡愁。细雨中一座座小品说的就是
老底子故事，一幅幅墙绘画的就是儿时的
趣事，大家穿梭在陈家园村的村道上，品
尝着手工麻糍、饺子，童年的美好记忆涌
上心头。通过美丽乡村提升村的打造，陈
家园村的环境更美了，文化味更浓了，家
乡成为了美好的代名词。

■首席记者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金雪飞

家乡，多么美妙的一个名词。“她”是年少时渴望逃离、年老时期盼
回去的地方；“她”是春节的那张车票，是清明的那柱清香，是中秋的那
轮明月，是冬至的那盘饺子，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乡音。

就在冬至的前一天，游子们“回家”了，回到了那个魂牵梦绕的地
方，回到了那个梦开始的地方。他们的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街。

12月21日，“故里万象新，街贤耀百业”——新街街道首届乡贤大
会隆重举行，200多名乡贤相聚一堂，畅叙桑梓情，共谋发展路。

——家乡蝶变见证

——美好未来展望

——浓浓乡音叙情

南阳实施雨伞业品牌出海战略 提质增效 义桥受理非法捕捞破坏渔业资源事件44起

靖江深化网格管理推进平安建设

33条“特色道路”助推进化乡村振兴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田何兴

本报讯 在进化镇，一条条笔直宽敞、
整洁优美的村道直通家门口，沿线是花草
点缀的风景，随处可见的村落文化。今年
以来，进化镇紧紧围绕建设好、管理好、养
护好、运营好“四好农村路”总要求，因地制
宜融合发展“公路＋”，积极推进美丽道路
建设，将特色文化与公路文化等有机结合，
33条“特色道路”助推进化乡村振兴。

打造“畅通路”，群众出行更舒心

以往，每当梅花盛开季节，游客前往进
化吉山梅园赏梅只能将车停在村外，徒步
走上好一段路才能赏梅，如今，自驾前往实
现了一路畅通。这条全长1.42公里的道
路，打通了梅园与外界的联系，更加方便村
民进出，也带来了更多游客。这是进化镇

“四好农村路”中的一条示范路，也是一条

实实在在的“致富路”。
今年，进化镇投入资金1700万元，对

辖区内总长30.7公里的28条村道进行改
造提升，主要改造内容包括路面修整、道路
拓宽或增设错车道等；实施农村公路增亮
工程，已完成3条村级道路，增加路灯262
盏，涉及里程7.85公里；开展道路交通综
合治理，整治各类交通隐患点50余处、临
水临崖1435米，提高农村公路安全水平。

打造“示范路”，文明氛围更浓厚

葛云飞路是横跨进化镇的“中轴线”，
如今正在打造区级文明示范路，沿线设置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牌、景观
小品、墙绘等，营造了文明、有序的氛围。
同时，进化镇充分利用进化大讲堂、文化礼
堂、第二课堂等阵地，积极开展文明礼仪培
训活动；以道路为单位开展文明商户评选、
诚信经营示范店评选系列活动；开展“礼让
斑马线2.0”行动，广泛发动社工、妇女、退
休党员干部等不同群体参与到葛云飞路

“文明示范路”的创建之中。
通过“文明示范路”创建，路面更干净

整洁了，绿化更整齐美观了，道路更安全畅
通了，市民的出行环境改善了。

据进化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进化镇明
年将继续打造华锋东路为区级文明示范
路，同时要求25个村以葛云飞路为样板，
积极培育打造1条镇级平安文明示范路，
将文明示范路的打造成效辐射到全镇，使
全镇群众受益。

打造“景观路”，沿线风景更靓丽

驱车行驶在03省道东复线，你会看到
进化镇镇标以及沿途各个村口设立的一个
个富有文化气息的景观式村标，以各具特
色、虚实搭配的马头墙形式作为形象展示
载体。进化镇将每个村的精神文明运用到
设计当中，提炼文字口号，使标志融入村镇
生活，展现进化秀美的自然风光。

这是进化镇积极推进美丽道路建设的
亮点。自进化镇开展“沿江沿路”景观化提
升行动以来，共完成“一江一溪、两纵三横”
主要道路、河道整改问题812处，村级主要
道路整改问题1013处，涉及道路、河道63
条 135公里。并对03省道东复线、大泥
线、墅藏线等重点道路两侧实施景观化提
升，实现从“村村通”变成“路路美”。

如今，03省道东复线和大泥线景观提
升已全面完工，墅藏线已进场施工。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靖江街道通过深化网格
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平安
建设“党建统领+四个平台+全科网
格”模式，努力建设和谐家园。

日前，光明村网格员王海军在走
访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口一主要道路
上的一个窨井盖有明显裂痕，不留意
踩上去会发生危险。他立刻拿出手机
进行拍照，以图文方式上传到街道智
慧治理平台，街道指挥室立即把这一
情况指派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办公室。
当天下午，施工单位就对该窨井盖进
行了更换。

“各网格定人定责，实现社情民意
在格中掌握，治安防控在格中加强，矛
盾纠纷在格中化解，安全隐患在格中
消除，便民服务在格中优化。”靖江街

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工作人员说。
据悉，为深入推进平安建设，靖

江街道根据辖区实际情况，依托“党
建统领+四个平台+全科网格”的基
层治理模式，将辖区优化为62个网
格，组建专职网格管理队伍，逐步形
成街道、社区（村）、居（村）民小组

“四位一体”的服务管理网络，实行组
团式、零距离、面对面的服务。同时
充分发挥62个网格员“腿勤、手勤、
情况熟”的特点，在网格内开展全天
候走访巡查，做到问题在第一时间发
现、在第一时间处理，不断把平安建
设工作做深做实，为辖区群众筑牢平
安防线。

今年以来，街道收集网格动态信息
29555条，实现了社情民意广泛收集、
重点人群有效管理、社会矛盾妥善化解、
群众满意程度持续提升的社会效果。

美丽萧山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葛城城

本报讯“三江口五桥边，有两人
正在进行电捕鱼。”前两天，义桥综合
信息指挥室接到110社会应急联动交
办单，立刻指派综合执法平台城管中
队与值班人员进行核实查处。

到达现场后，城管中队队员发现，
非法捕捞人员正在江中电捕鱼，无法
制止。随即联系海事局，并在海事人
员和执法船的配合下，拦截欲逃离的
非法捕捞船只，扣留了捕捞设施和船
只，将参与非法捕捞的两名人员带往
义桥派出所。目前，指挥室已联系渔
政部门立案查处。

今年以来，义桥镇充分发挥基层
“四个平台”联动和全科网格日常巡查

的作用，严厉打击非法捕鱼行为。1—
11月份，通过网格上报、110社会联动
等信息，共采集受理各类非法捕捞、破
坏渔业资源事件44起，立案查处两起。

早在3月份，义桥还出台了打击
非法捕捞奖励机制，举报（查处）电鱼、
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经相关职
能部门确认后，每起奖励1000元；举
报（查处）游丝网、地笼等禁用渔具进
行非法捕捞行为，经相关部门确认后，
每起奖励100元；举报（查处）制造、销
售禁用渔具的商家和个人，经相关部
门查处，每起奖励500元。

义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持续发力，重拳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力
保水域生态环境。民众如发现非法捕
捞行为，可即刻进行举报。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张肖乐 高卓超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南阳街道为破解制
伞业发展瓶颈，联合专业服务公司大力推进
品牌出海战略，走差异化竞争发展道路，开
展跨境电商深度服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南阳街道在深入雨伞行业开展调研走
访、数据分析等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抢先
挖掘东南亚、美洲海外市场商机的新发展
战略，助力雨伞产业拓展海外市场。

街道从两方面抓起，重点助力行业标
杆企业转型升级、品牌出海。一方面助力
4家雨伞标杆企业，引入“麦肯锡”咨询模
式，由前麦肯锡资深咨询顾问和跨境电商
资深人士深入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核心运
营团队多次面对面沟通、梳理企业核心竞

争力，策划并制定品牌出海营销方案。目
前，已完成英文品牌塑造、品牌手册撰写、
品牌图片和视频拍摄等一系列工作，企业
正在进行全新品牌的吊牌打样，在阿里巴
巴国际站等相关海外平台完成了品牌元素
的注入及更新。企业通过相关资源对接，
开始在阿里巴巴旗下东南亚B2C电商平
台lazada上销售产品。在海外站点市场
的促动下，2019年度南阳街道雨伞行业总
体销量预计增幅可达8%。

另一方面，着力建立品牌出海人才服
务体系。通过与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合
作，开展“钱江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内容营销
实践周”活动。企业75名学员分成12个
小组，从课堂学习、内容实战、竞赛、项目汇
报多个角度，为雨伞企业制作了独具特色

的品牌宣传语、宣传图片和视频短片。本
次活动为杭州跨境电商企业培养了一批具
有战斗力的内容营销创新人才，也为雨伞
产业在跨境电商和品牌出海人才定向培养
上找到了新路径。

下阶段，南阳街道将继续塑造区域海
外品牌，与国内外产业聚集地形成联动，为
企业走向全球形成背书和良好的产业环
境；持续进行产业深度调研和数据分析，出
具产业分析及海外热点捕捉行业快报，为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参考；继续挖掘、树
立行业标杆企业，深度开展跨境电商业
务。同时，继续抓好落地跨境电商品牌出
海培训，营造年轻企业家学习成长氛围，初
步确定与杭师大钱江学院共建产业带工作
室，有针对性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畅通路 示范路 景观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