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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田何兴

日前，进化镇墅上王村的茅山公园建
成。村民一出家门，走几步就是公园山脚
下。沿着石板台阶拾级而上，道路干净整
洁，公园里亭台楼阁耸立，树木郁郁葱葱，鸟
叫虫鸣，微风阵阵。每到傍晚，这里便成为
村民乘凉、休闲的好地方，十分惬意。

墅上王村全村可利用土地面积少、生
态问题突出制约了村庄发展。为了突破这
一困境，近年来，墅上王村通过打造“共享
生态洗衣房”“共建生态公园”等模式，变

“废”为“宝”，改善村庄生态环境。

荒山变公园 村民有了“后花园”

今年4月，墅上王村召开干部、村民代
表大会，共同探讨茅山改造工程。将茅山
打造成一座生态公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赞同。400元、1000元、5000元、10000
元，村民们力所能及向村里捐款共建。“每
一笔我们都记录下来，共计326户，捐款51
万元。可以说，这是村民自建的公园。”墅
上王村党总支书记王仙明翻阅着厚厚一叠
捐款名单。“不仅如此，山体改造，迁坟也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村民都表示理解，迁

坟工作很顺利，使得原计划只有100平方
米的公园扩建至1000平方米，足足扩大了
近10倍。”

而正是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使得茅山
公园在3个月的时间里建设完毕，摇身一
变，成为一座生态休闲公园。76岁的村民
徐步春每天都会到茅山上走走看看，监督
工程施工。随着公园建成，徐步春做起了

“义务管理员”，每隔两天都会带着扫帚、抹
布到公园里打扫卫生。“以前的茅山是一座
荒山，山上都是坟茔，杂草丛生。建设公
园，是村里为百姓做的一件实事。我也希
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公园的环境变得
更加干净、整洁。”徐步春告诉记者，不仅仅
是他，在打造茅山公园的过程中，墅上王村
的村民都自发参与进来，组成一支志愿者
队伍，帮忙搬运建筑材料、管理运输路口交
通，共同维护村里“后花园”的环境。

共享资源 打造生态宜居村社

天刚蒙蒙亮，村庄还在沉睡，而位于进
化溪边上的“共享洗衣坊”却一片欢声笑
语，村里的阿姨们每天一大早便不约而同
地拿着换洗衣服来到洗衣坊内清洗。这是
墅上王村去年新建的“生态洗衣坊”，设有

7个洗衣台和1台自动洗衣机、烘干机，村
民们可以在这里免费清洗衣服。“这里以前
是一个临时垃圾场，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如
今把它改建成生态洗衣坊，不仅改善了环
境，还让我们有了一处集中洗衣服的地方，
更加方便了。”村民王大姐说。用水泵抽用
池塘水、井水供村民免费洗衣，并铺管集纳，
洗衣污水最终流入排污管道中，实现洗涤废
水统一处理。墅上王村在探索乡村治理的
过程中，将生态和村民需求合二为一。

不仅如此，针对“三改一拆”后农户辅
房拆除后，农用具无处堆放的实际问题，墅
上王村打造了共享工具房，村民只需通过
一定流程申请，就能够随取随用“公家”的
农具。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共享’的概念，让
村民们切身感受到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
庭，人人都可以享受村里的资源，也可以激
发村民们自觉保护村内的设施、环境，参与
到乡村的建设当中。”王仙明说。

墅上王村：构建“共建共享”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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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萧分类

本报讯 在流动性大的“城中村”，垃圾
分类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有效督促租
客进行垃圾分类？义桥镇湘南村、联三村
将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租房要签订“不
分类、不出租”承诺书，硬核破解垃圾分类
难点。

“垃圾分类规范做，即按照精准分类、
精准投放原则，每日按时投放至指定垃圾
分类桶……”湘南村的房东与租客在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前，都要签订一份特别的协
议——“不分类、不出租”承诺书。承诺书
中约定，如果屡次违反承诺，则房东自愿取
消出租房屋资格，租客则主动搬离村庄。

湘南村有近3100名外来务工人员。
由于租客流动性强，在村里的融入感不强，
工作人员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遇到了瓶

颈。为了能让外来务工人员积极配合生活
垃圾分类，湘南村借疫情防控契机，从根源
上动起了脑筋，除了签订“不分类、不出租”
承诺书外，湘南村还创新垃圾投放“子母桶”
模式——即房东大桶、租户小桶，让租户产
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自己的子桶后，再
集中收置于房东的母桶，统一清运。这种模
式既压实了房东责任，又方便了出租户，同
时也减轻了村庄保洁人员的工作负担。

与此同时，多措并举的数字化手段正
在让湘南村垃圾分类工作更加高效。通过

“人文湘南”微信号，不管是本村村民还是
外来务工人员都可以“随手拍”曝光生活垃
圾不分类、工业垃圾乱丢弃现象，可以成为

“云上”垃圾分类的监督员。
一段时间下来，湘南村村庄环境面貌

得到大幅提升。毗邻湘南村的联三村，有户
籍人口住户750户，同时，作为义桥镇工业

园区所在地，联三村的外来人口数达到
2154人，同样面临着垃圾分类难的尴尬。
见证了湘南村的蜕变，从5月底开始，联三
村借鉴湘南村的成功经验，召开房东大会推
行“不分类不出租”硬核举措，要求房东带动
租户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并将租户垃圾分类
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跟房东的利益挂钩：劝
告、谈话、警告，直至取消房屋出租资格。

硬核举措下，配合村工作人员利用租
户下班时间（16点-20点），上门宣传垃圾
分类，并要求租户配备一只20升组合式垃
圾桶放于屋内，每天将自己桶内的垃圾分
类后投放至房东的50升垃圾桶内，由垃圾
清运员每日清运。此外，还通过撤除村内
垃圾站、建立微信监督群、组织暑期“小手
拉大手”垃圾分类实践活动等形式，提高流
动人口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与参与率，提
升村庄环境。

“不分类不出租”义桥硬核破解垃圾分类难点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邵福勤

本报讯 日前，瓜沥镇召开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来自全镇
各条战线上的124名人大代表肩负着
全镇30余万群众的重托参加了大会。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瓜
沥镇坚持以亚运为总牵引，紧扣高质量
打好“一二八”组合拳，围绕区委“三个
年”活动要求，同心合力战疫情、解难纾
困抓复工、千方百计稳经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半年，瓜沥镇将以区委“三个年”

活动为载体，在区委区政府打造“重要
窗口”示范样板的精神引领下，在镇党
委“兴城融港”战略指导下，锚定争创

“双一流”目标，紧抓2022年亚运盛会、
临空经济区域发展、未来社区城市能级
提升三大机遇，敢于危中寻机，稳住经
济基本面；坚持项目为王，下好破局先
手棋；点燃引擎动能，开启发展新征程；
加大民生普惠，筑牢社会支撑力；提升
现代治理，织密制度防护网；推进依法
行政，提升人民满意度，奋力打造萧山
新制造中心第一镇，确保瓜沥进入全区
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

瓜沥召开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华兴桥

本报讯 连日来，衙前镇结合创
国卫的有利时机，严格规范餐饮行业
整治，按照“升转关停”的工作方针，坚
持堵疏结合的原则，多措并举全力推
进餐饮行业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衙前镇强化管控辖区餐饮行业合
法经营活动，严把审批关、培训关、核
查关。按照法定要求规范审批流程，
保证申请材料的合法性、完整性，并采
取发放宣传书、培训等方式，促使餐饮
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由镇领导带队分四个工作
组，联合相关村联村组长及职能部门对
所分片区全面排查餐饮单位，实行一周
一汇报制。重点检查是否持有餐饮服
务许可证照经营、餐饮环境卫生是否达
标、餐饮服务人员是否取得健康培训合
格证后上岗、食品原料采购是否索票索
证及台账登记等情况。重点对各村提
出的黑榜餐饮进行督查，对不适合办餐
饮的场所坚决关停，累计检查辖区餐饮
单位182家，发现隐患问题500多个，
其中责令整改提升170家，责令关停
12家，其中要求转产7家。

衙前多措并举狠抓餐饮业整治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闻王裔

本报讯 近日，湖头陈花苑社区选举
产生了首届业主委员会，并通过了《管理
规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大会共计
投票权人930人，参会率达97.85%，业
委会候选人人均得票率为84.13%，最高
得票率达91.18%；《管理规约》《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得票率均在75%以上。

据了解，这也是城厢街道首个成
立业委会的安置回迁小区，选举产生
的业主委员会以湖头陈社区三委班子
成员为班底，实现了两套班子合一的

管理模式。
据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城厢街道

于2009年启动城中村改造，至2019
年底完成了全部10个社区的城中村
拆迁工作。随着安置小区的逐步回
迁，城市管理面临着考验与转型。此
次湖头陈花苑社区业委会与社委会班
子合一的管理模式，是加强党建引领
推进业主委员会建设、破解回迁社区
管理难题、探索安置小区治理模式的
有效实践，为今后构建安置小区新型
社会管理体系提供了样板，真正推动
实现农村向城市的有机并轨。

城厢成立首个安置回迁小区业委会

连日来，盈丰街道盈二村村民在新建安置房前分组合影纪念并参观新家。该村
2013年征迁，计划今年年底分房。 记者 范方斌 摄与新家合影

■首席记者 洪凯 实习生 唐嘉琪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近年来，楼塔镇着力发挥“优
越的山水生态、璀璨的历史人文、独特的
地理区位”优势，匠心建设，将楼塔古镇打
造成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进入省级
美丽城镇样板、旅游风情小镇培育之列，
全域美丽初见雏形，乡村旅游基础基本夯
实。

但与其他有志于发展乡村旅游的乡

镇一样，新机遇新形势下，楼塔同样面临
着“怎么干”的困扰。在日前举行的长三
角·杭州都市圈旅游合作采购大会暨杭州
市文旅消费季启动仪式上，楼塔镇党委书
记袁勇刚作为杭州市唯一镇街代表上台
亮相，以《文旅赋能，让乡村未来更美好》
为主题，助推楼塔乡村振兴走向纵深。

成果促转化，特色崛起引流来

持续有效的高标准建设、高质量保护
和高水平治理，一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山水人城共融共生的美丽楼塔正在快速
崛起。

一项项评价硬指标与考核数据最有
说服力。目前，该镇全域水体继续保持在
Ⅲ类以上，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
80%，公共文明程度指数暨“最清洁城乡”

工程竞赛继续排名全区前列，生态环境考
核确定为优秀等次。

有了环境的底色，楼塔镇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也再获殊荣，获评萧山区唯
一一个市级先进、省级突出贡献集体，成
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现场会的重要考察点
之一。在成功创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后，仅去年一年，楼塔镇接待游客量就
超过30万人次。

30万的流量奔着什么而来？袁勇刚
显得底气十足：楼塔是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篮球之乡、书法名镇，浙东唐诗之路源
起地，明医楼英、英烈楼曼文故里等等，分
布于楼塔各个村落的每一项文化都值得
探寻细品。

是吃全席还是择一碗？乡村振兴从
何处下手，这是一个幸福抉择的烦恼。

多方合作，文旅助推时机正好

楼塔位于杭州都市经济圈的腹地，是
杭州南花园的核心区，旅游南进的主阵
地，游客入杭的桥头堡。在建的杭州绕城
西复线（杭州都市经济圈高速）、G235国
道穿境而过，10分钟即可进入在建的时代
大道高架，杭州——楼塔旅游专线的开
通，都为楼塔古镇景区实现“快到慢游”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

看到了自身的优势，也瞄准了文旅助
推的好时机。如何顺势而为，因地制宜，
楼塔有自己的思考。

是先想方设法引进游客，还是先投资
建设民宿、酒店等旅游设施？在旅游热度
未起之前，要不要做，能不能做，孰先孰
后？担忧难免。现有的文旅资源丰富，但

布局分散，不能零敲碎打地搞招商。如何
让每颗“螺丝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组
成一架精密的仪器？光靠乡镇团队不够
专业，这就需要楼塔张开怀抱，诚邀四海
宾朋共建共享。

对此，楼塔的思路很清晰，大力引进
运营商、旅行社、中介专业机构，推进全方
位合作，把楼塔的名气打出去，人气引进
来。现场，楼塔镇签约杭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的“文旅赋能乡村振兴‘6+X’”计划，
通过市、县（区）和乡（镇）三级联动，为乡
村旅游项目与旅行社、景区、民宿、酒店、
文旅投资集团等旅游投资经营主体当好

“红娘”。“6+X”计划包括项目、投资、业
态、产品、客源、运营6方面的引进工作，以
及形式多样的拓展合作，走出一条“乡村
研学、古镇文旅”的主攻道路。

文旅赋能 楼塔乡村振兴走向纵深

浦阳环境整治再发力 美丽乡村再提升

■通讯员 吴洁 记者 周子青

本报讯 环境整治攻坚行动开展
以来，浦阳镇各村（社）到处可见热火
朝天的美丽乡村建设场景。上周开
始，浦阳正式启动第三批美丽乡村提
升村、美丽乡村整治村的建设工作。

以早部署、早谋划为原则，接下来，
浦阳第三批美丽乡村提升村、美丽乡村
整治村建设将进一步加大拆改工作的
力度与深度，推动实现整治责任化、数

据化、常态化。同时，将按照“拆到位、
清到位”的要求与《杭州市萧山区美丽
乡村整治村实施细则》标准，不断提高
拆改工作的质量与标准，做到全面彻
查、高标拆除、随拆随清，并对拆除清空
的土地进行合理化利用与管理。

空间腾出来、乡村美起来。浦阳
还将充分发挥“浦阳江畔桃花源”的资
源优势，着力打造更多美丽乡村特色
精品，不断增添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蜀山街道湖东村退伍老兵孙权退伍不褪色，二十
年如一日，免费为老年人维修家电，真情服务村民。

记者 范方斌 实习生 钱子俊 摄
退伍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