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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婷通讯员张帆

盛夏的进化镇欢潭村，青山为伴，绿
水相依，草木苍翠，白墙黑瓦的村舍点缀
其间，古韵之风扑面而来。

这个传承“义学、义仓、义诊、义渡、义
葬”的“五义之乡”，在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模
式的时代里，各种义举不断涌现。如今的欢
潭，不仅环境焕然一新，村级集体经济也在
不断发展壮大，办餐饮、开民宿、搞旅游，风
生水起，实现了强村富民。今年上半年，村
集体收入就达到290多万元。欢潭，正用它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描绘
一幅“物质＋精神”同富裕的美丽画卷。

外输内承 古村重获“新生”

欢潭村的转折点，要从“美丽乡村”建
设说起。这个拥有萧山最完整的明清古
建筑群和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村落，2015
年被列入我区首批“美丽乡村”建设创建
项目。在区镇两级全力予以资金和力量
的保障下，欢潭引入中国美院的设计团
队，开始美丽乡村景区创建集中攻坚行
动。修复古建筑、恢复古水系、村域环境
整治，新建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旅
游导视牌等，欢潭依托历史文化和山水特
色，将村庄打造成为一个“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宋韵文化名村。

布好“生态盘”，下好“经济棋”。借此
东风，欢潭积极探索“古镇+旅游”“古镇+
文创”等新发展业态，全面推行休闲观光
路线。一条近千米长的老街，两侧商铺林
立，导入特色餐饮、传统手工艺制作等业
态，“古商道”焕发新活力；务本堂、二桥书
屋、小洋楼，这些省级文保单位，经过修缮
后，引入文创产业，打造成为欢潭村史馆、
乡村书画馆、岳飞纪念馆等，实现了古典
和现代艺术的碰撞。

“没想到萧山南片还有这样一处优美
的村庄，像个小江南。”2019年10月，破茧
而出的欢潭古村精彩亮相，迎来游客8万

人次，赞叹声不绝于耳，瞬间打出了品牌，
打响了名气。截至目前，欢潭累计接待旅
客达30余万次，并成功创建国家AAA级
景区，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健全的旅游配套设
施，在吸引源源不断客流的同时，也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如今村庄运维成本已实
现自我消化，通过村级集体直营、承包、租
赁、外租、参股等形式，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欢潭村党委书记梅李栋说。

产业多元带动 村民共创同享

村口的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巷子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麻糍制作体验，贤义书屋
研学基地……如今的欢潭，不断加大招商
引资和产业融村力度，与区国资总公司、
浙旅蝶来酒店集团等合作，导入多元综合
商业业态。

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
的村民转变传统思维，吃上了“旅游饭”，
赚上了“旅游钱”，不少青年回乡创业。一
到周末，村里二桥饭店的老板徐国栋就忙
得不可开交。“2019年欢潭开园时，游客就
非常多，当时村里服务业态少，这对我而
言是一个商机。”在外做厨师数年的徐国
栋，发现家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立马
决定和妻子回乡创业。“现在饭店生意很
好，不少游客都是打电话预定位置，节假
日都忙不过来。”而村民傅楼霞经营的酒
吧、咖啡屋、民宿正在加快装修中，计划在
今年下半年投入运营。“现在的欢潭经过
打造后，各种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回乡
创业成为我最好的选择。”今年年初，当傅
楼霞提出创业思路，村里大力支持，立即
安排了位置优越的场地。

梅李栋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欢潭的

旅客越来越多，催生了欢潭及周边村民发
家致富的新希望。如今，全村有10余家农
家乐，一到节假日客人爆满，经营收入较
往年普遍翻番，还有村民摆摊设点售卖农
产品、文创产品，经营渠道也得到有效拓
展。眼下，欢潭还在对接多个团队，对一
些传统手工艺行业、特色产业资源、文化
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挖掘包装，积极引入
乡村休闲和文化体验类旅游产品，让游客
引得进更留得下。

口袋“富”起来了，村民的生活幸福感
获得感多了，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更
强了，村民纷纷投入乡村治理中，组建“五
义”家园社会组织，积极培育“五义”服务

队；老年食堂内，100多位志愿者组建的为
老服务队，为70多位85岁以上老人提供
送餐、打饭等服务；二桥书院打造悦读益
站、文化课堂，供孩童读书。全村60周岁
老年人也基本实现了养老保险全覆盖，晚
年生活得到极大的保障，“五义之乡”焕发
新的活力。

站在新起点上，欢潭村开启了新征
程。“接下来，我们还将争创国家AAAA
级景区，把旅游业做精、做强，还要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多维
度提升乡村品质，让村民享受乡村振兴带
来的美好生活。”梅李栋说。

记者手记：第一次和家人游欢潭，就被
它惊艳。不同于萧山常见的乡村样式，欢潭
村的美颇具古典的韵味。事实上，后来一种
莫名的缘分，让我一次次地以采访者的身份
走进欢潭，才发现欢潭的历史果然是深厚的。

欢潭不缺故事，岳家军的事迹，务本堂、
二桥书屋、小洋楼里的传说。但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这些故事只在民间口口相传。

“美丽乡村”建设，让相对闭塞落后的欢
潭，走了出来。历史故事成为文创资本，美丽环
境也变身“网红打卡地”。当然，更让村民们欢
喜的，是那眼从历史中流出的清泉，真的成为强
村富民的源头活水。

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是不可替代的资
源。和那些故事一样，讲求互帮互助的“五义”
乡风，在今天的欢潭
正在释放共同创业、
共建同享的动力。欢
潭，也许还不是萧山
物质上最富有的村，
不过，它的共富之路，
有传统和底蕴的加
持，将走得更加坚定。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我区各部门、镇街迅速行动，进一步收紧
防线，严把防控关口，切实织密织牢疫情
防控网，把防控措施挺在前。

科学精准 抓实抓细防控措施

面对新的疫情态势，连日来，全区各
部门压紧压实责任，科学精准发力，确保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区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客运公交、长
运公交场站防疫工作，做好进站亮码、测
温、戴口罩，客运实名制乘车；加强车辆、
场站的防疫消毒和行业驾驶员的体温监
测；做好道路运输驾驶员的疫苗接种工
作；落实萧山长途汽车站到站旅客管控工
作、萧山东高速入城口高速卡口防疫工
作，24小时不间断对来萧车辆、人员进行
测温亮码检查，切实守好城门防疫关。

区文旅局强化各项防控措施，暂停辖
区内文化演出活动和体育赛事，制定各类
场所及活动疫情防控要求，做到严格遵守
执行；坚持“行业全覆盖”原则，对区内A
级景区、星级酒店、旅行社、KTV、电影院
等场所进行检查，同时实行疫情防控不力
场所负责人约谈制度，全力维护文化市场
安全平稳。

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村疫情防
控工作督导，动员农村基层组织、农业

生产主体、农民合作社和广大群众加强
群防群控；组织开展农村垃圾清理、卫
生保洁、消毒灭源等，指导抓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

区总工会第一时间号召各级工会和广
大职工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确保特殊
时期广大职工身心健康；通过微信公众号
及时推送防疫相关政策和疫情防护知识；
开展防疫一线职工高温慰问；组织工会志
愿者队伍助力企业落实职工健康检测，加
强人员进出登记管理，守好“厂区门”。

从严从紧 坚决筑牢防疫防线

各镇街周密部署，从严从紧落实各项
举措，全力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楼塔镇各办线、村社坚持源头查控、
硬核隔离与精密智控相结合，第一时间
落实对重点疫区来楼塔人员的监控，提
升对公共场所、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做
好疫苗接种工作，同时对车站、宾馆、
KTV、农贸市场、超市等重点场所开展检
查，对防控不到位的场所要求落实整改
或关停。

义桥镇专门召开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进一步落实落细企业防疫措施；对
辖区内企业、农贸市场、超市、酒店、旅馆

等场所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暗访、检
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到位。

衙前镇深化源头查控、精密智控、健
康宣传、协商研讨等工作机制，科学精准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工作例会、任
务清单、督查监督等制度；对重点场所进
行从严管控；多渠道开展防疫知识宣传，
提高群众防护意识。

进化镇重点对辖区企业、娱乐场所、
车站、农贸市场、沿街商铺、学校、医院诊
所、酒店旅馆等进行地毯式检查，确保防
疫措施落实到位；各村社对辖区文化礼
堂、宗教场所、娱乐场所实行暂时关闭，停
止一切聚集活动。

党湾镇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网格员
队伍作用，做好外来人员、外出回乡人员
的排查、测温、登记等工作，掌握其行程等
信息，第一时间上报，采取相应防控措
施。同时重点做好人员密集场所的疫情
防控，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城厢街道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下设
综合协调、企业（场所）协调、设卡管控等
12个专班，成立联社区指导小组，指导社
区开展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各社区对辖
区内各类场所开展自查，对近期出省返萧
人员进行全面排摸。 （下转第2版）

迅速行动 萧山收紧防线严把关口

■记者周珂通讯员潘燕萍

本报讯 身处机场腹地，靖江街
道是与萧山国际机场“最亲”“最
近”的镇街。明日，靖江街道党工
委书记田江波将走进萧山网直播
间，围绕“亚运靖力 数智靖彩 共
富靖江”这一主题，与广大网友开
展对话。

得益于强大区位优势，靖江成为
承接机场溢出效应最为丰厚的“桥头
堡”。如今，作为亚运赛事的空中门
户、国际交流的前沿阵地，面对即将
到来的“空铁联运”新时代，靖江进一
步发挥自身“虹吸效应”，最大限度地
汇集人流、物流、资金流，筑梦临空产
业高地。发扬“善美”文化品质，靖江

一直致力实现文化传承新发展，让新
旧交融的靖江既有传统沙地风情，又
有现代临空魅力。依托美丽城镇、美
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庭院等美丽
单元建设，靖江串珠成线、串线成面，
让“盆景”变“风景”，扮靓亚运赛事空
中门户。可以看到，紧扣“亚运靖力”
主题，靖江通过彰显自身特质，敢于
创新、勇于破难，将以最佳状态迎接
亚运盛会的到来。

如果您对此有什么意见建议，
欢迎登录萧山网“亚运兴城”攻坚年
行动网络访谈专题及萧山日报官
微、萧山网官微进行留言。本期网
络访谈将于明日下午2点 30分在萧
山网网站及视频号、萧山发布 App
直播。

明日 田江波做客萧山网

■记者刘殿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区金融系
统积极贯彻落实上级稳健灵活货币
政策，扎实推进各项金融工具和政策
落地，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信贷结构
持续优化，存贷继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上半年，我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款余额 5976.18 亿元，较年初增加
444.83亿元，同比增长12.49%。金融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5461.64 亿元，
较年初增加 364.89 亿元，同比增长
14%。

持续推动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
本付息和信用贷款发放两项货币政
策工具在萧落地。目前，两家法人机
构累计办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133.37亿元，涉及企业6404户，累计
延期率89.56%，比去年底提高5.35个
百分点。另外，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企
业信用贷款 160.04 亿元，惠及企业
8171 户，累计信用贷款占比 36.1%，
信用贷款发放额位居市辖 7县市区
第一。

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与区发改、
经信、科技等部门的信息联动，加大
实体企业走访对接力度，注重实体
领域有效信贷需求的挖掘。特别是
强化了对智能制造和有机更新领域
的项目对接力度，提升投放质效。
同时，积极灵活运用央行再贷款、再
贴现政策以及央行两项货币政策直

达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
科创信贷、碳达峰、碳中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返乡入乡创业园区建
设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

信贷重点投向了实体领域，民营
企业、制造业贷款稳中有增。6月末，
萧山民营企业贷款余额2261.53亿元，
较年初增加 160.61 亿元，同比少增
10.35 亿元。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
1167.8亿元，较年初增加55.22亿元，
同比多增12.64亿元。

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金融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我区加快推进应
收账款质押融资及动产和权利担保
融资。1-6月，累计通过央行应收账
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应收账款质押
融资 14笔，金额 9.57 亿元。推进企
业和金融机构加快使用动产和权利
担保统一登记系统，累计为 39家企
业和金融机构办理用户注册现场确
认业务。大力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
6 月末全区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
234.38 亿元，同比增加 184.56 亿元，
是去年同期的4.7倍。

金融部门还助力推进货物贸易
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加大了资本项
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政策推广，深化跨
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加强对企业汇
率避险指导，利用金融工具帮助企业
规避汇率风险，截至 6月末，辖内银
行办理远期结售汇8.02亿美元，同比
增长59.43%。

我区存贷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由于市心南路
的拓宽，两边的梧桐
树也进行了迁移和
修枝，为保证梧桐树
的成活，园林工人对
每一棵树进行了遮
阳处理。

记者 丁力 摄

穿上“防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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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秀美的欢潭村。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张帆 摄

“五义之乡”欢潭：奔向物质精神“共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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