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普惠优享 绘就新时代共富答卷

“未来”引领 建设全域共同富裕基本单元
记者：区十六次党代会提出，率先

打 造 一 批 引 领 型 未 来 社 区 和 未 来 乡
村，打造全域共同富裕基本单元建设
省级样板。各镇街有哪些具体举措？

陈钢：实施“义企·升级”行动 全领
域推进高质量发展

当前，义桥适逢“天时地利人和”。
2022年，我们全面实施“义企·升级”行
动，全领域推进义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力抢抓发展机遇，高成效实施

“双招双引”行动。截至目前已签约4个
项目，其中2个项目已落地投产。永谐
科技通讯实验室项目总投资3亿元，是
杭州高新区（滨江）萧山特别合作园首
批入园项目。二是全力推进新旧动能
转化，快节奏实施“数字赋能”行动。以
点带面，发挥好宏骏、杨氏数字化改造
标杆作用，推动五金机械、床垫布两大
支柱产业实现质效双优、蝶变新生。三
是全力攻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实
施“亩均效益提升”行动。以2021年亩
均效益评价全区综合第二名的优异成
绩为先导，笃行不怠，实干至上，确保在

高效完成亩均3万元以下低效企业整治
提升的基础上，完成亩均5万元以下低
效企业销号清零工作。

顾利江：“点线面”结合 打造共富示
范带

所前镇“点线面”系统推进共同富
裕，争当共富示范，一村一带上榜全市
首批共富村共富带。点上发力，打造三
泉王共富村，推进传芳特色村、李家和
袄庄陈提升村等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一
村一品、一村一韵。线上突破，加快来
娘线美丽公路建设，串联沿线美丽资
源，发展美丽经济，打造十八村山水画
廊共富带。面上提质，镇村企联动，招
引具有示范性、带动性的优质项目，已
招引的明康汇智慧冷链项目，在助力疫
情保供的同时，拓宽了茶果销售渠道，
提升壮大村集体经济。

洪波：奋力打造未来乡村示范样板

欢潭村作为全省第二批未来乡村
建设试点村，围绕“五义之乡、宋韵欢

潭”品牌，全面打造全国古村落特色保
护型未来乡村浙江省示范样板。大汤
坞新村围绕“印纹陶之乡、汤寿潜故
里”的主题定位，以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为目标，串联天域开元度假酒
店、茅湾里印纹陶博物馆、古越青瓷馆
等资源，奋力打造全国古村落特色保
护型未来乡村浙江省康养旅游示范样
板。

郭建达：聚力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
新标杆

近年来，浦阳持续以美丽乡村、未
来乡村、共富乡村创建为抓手，推进乡
村振兴发展。今年，浦阳在区委区政府
的支持下，试点打造浦阳传化共富乡村
示范点，创新探索政、企、村、民联动共
富的发展模式，目前已完成项目一期
1120 亩的土地流转，即将完成净地交
付。同时，浦阳18个行政村与区供销联
社、传化集团合资成立了全区首个强村
公司，计划以项目带动村级经济可持续
增收，率先打造具有南部特色的共富样
板。

徐汉军：坚持“生态共富 1353 行
动”建设乡村共富联合体

戴村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生态共富 1353 行
动”为总抓手，推动农文体旅高水平融
合，全力建设乡村共富联合体，为萧山
展示“三农”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提供镇街样板。一是在深挖存量、稳定
收入上示范先行。出台镇级规范性指
导意见，通过规范收缴欠款、提高租金
标准、项目资源入股和提升配套收益，
实现多收稳收。二是在开拓增量、抱团
增收上示范先行。整合村集体建设用
地等优势资源，用好现行区级政策，筹
建集体物业用房，为集体增收抱团项目
提供有力保障。三是在寻求变量、建档
立项上示范先行。统筹建立镇级共富
项目库，依托“映山红”乡村共富党建联
盟，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共用、品牌共
建，合力推进共同富裕。

柴宇东：从“美丽”走向“未来”打造
共富示范标杆

去年河上镇已实现美丽乡村提升
村、景区村庄全覆盖，在数字化改革的
大潮下，河上的乡村得到蝶变重生，从

“美丽”走向“未来”。今年，结合美丽乡
村示范村的建设，积极推进众联村、东
山村的未来乡村创建。按照“五化十场
景的总体要求，融入数智化，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设计、高效率建设，打造一个
具有归属感、智能感、未来感的新型乡
村。同时推行村企共富联合体，加快推
进东山精品民宿群项目、众联文创产业
园项目，打造共富示范标杆。

郑红：串点成线“未来”引领乡村建设

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建设是大势
潮流。目前，我镇12个行政村将于年底
前实现美丽乡村提升村全覆盖，正在建
设的还有3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其中，
大同三村已经完成了未来乡村和杭州
数字乡村样板村的创建申报，大同一
村、大同二村也正在进行规划，我们也
将充分考虑“未来”元素、“数字”元素的
植入，串点成线，引领乡村建设。

提质增效 吹响高质量发展集结号
记者：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正推进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在聚焦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各
镇街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实现赶超跨
越？

郭建达：三产并进 全力推进“产城
人文”深度融合

今年，我们紧扣亚运兴城的时代
主题，直面数字化改革的机遇与挑
战，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
全面开展“12133”高质量发展大会
战，即规划“一心、两廊、一区”的整体
布局，厚植“山、水、人”三脉优势，实
现“工、农、康养”三产并进，全力推进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一是强化“一
心”带动，完善集镇中心商贸、文体、
教育等配套设施，促进城镇经济的微
循环。二是突出“两廊”驱动，以浦阳
江为主线，落地浦阳传化共富乡村、
江西俞村仙家坞千亩良田两大示范
项目，打造一条浦阳江生态绿廊；以
东思线为主线，串联浦阳江·桃源智
谷产业园、智造工场、机电工业园三
大平台，打造一条东思线数智走廊。
三是探索“一区”联动，就是整合融创
新城和桃北新村的“产城人文”优势，
打造森与海未来生活区，激发城村联
合发展的新动能。

柴宇东：探索“链主企业+链长+低
效企业”的产业发展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共同
富裕的基础，河上镇立足优势，探索

“链主企业+链长+低效企业”的产业
发展路径，精准产业定位，以高质量
成长型企业为核心，政府牵线架桥，
引导低效企业定制化改造闲房、闲
地，打通企业间供需通道，盘活沉睡
资源。加快推进新型半导体脱气膜、
智能咖啡机等项目；深化亩均论英
雄，积极推进 3 万元以下低效企业整
治；推进昌达制罐、华泰印刷等企业
有机更新，继续推进新型腾笼换鸟，
实现多方共富共赢，引领经济高质量
发展。

陈钢：实施“义治·未来”行动 探索
未来乡村共富路

今年我们将实施“义治·未来”行
动，以文化赋能、数智赋能引领基层治
理能力提升，试点探索具有义桥特色
的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在未来社区
建设中，今年将在新成立的民湘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嵌入邻里中心、创业孵
化器、综合服务等场景，试点打造符合
三化九场景的示范未来社区探索；在
未来乡村建设中，我们在美丽乡村建

设 10 个整治村和 8 个提升村的基础
上，以昇光村作为先行示范，打造集医
疗保健、养老康复、餐饮住宿、休闲娱
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归农复健养生庄园
项目，将乡土红色文化资源、农业企业
资源等串点成线打造既可看可学又好
吃好玩的村庄一日游项目，实现村企
共富，走出符合义桥实际的未来乡村
共富道路。

徐汉军：打造省市区高质量发展新
增长极

戴村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开放
促进融合，主动融入“合作圈”，努力成
为省市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一
是紧扣开放融合，加大双招双引。依
托三江创智新城平台兵团作战，完善
项目全流程服务机制，集中优势资源
和要素保障双招双引、招大引强。二
是紧扣转型升级，提高产业质效。加
快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不
断延伸新能源汽车、高端装配、人工智
能等产业链条，打造数字制造产业新
高地。三是紧扣品质优化，强化配套
保障。全力保障时代大道南延工程、
城南银泰城等项目建设，加快路网建
设升级，引入高端商贸配套，不断提升
发展引力。

顾利江：擦亮所前低碳宜居品牌

所前镇以全市首批低碳乡镇试点
为契机，瞄准“双碳”目标，加快绿色转
型，支持改性塑料、光伏材料等低碳产
业做大做强，推动塑化、纺织、羽绒家
纺等传统行业低碳改造，擦亮所前低
碳宜居品牌。今年 1-4 月，全镇实现
规上工业增加值 3.7 亿元，同比增长
7.6%；实现限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47.7
亿元，同比增长26.4%。

郑红：奋力打造共富“楼塔样本”

一是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组建高质量
发展、乡村共富、民生服务等十大专班，成
立党建联盟，搭建四大“头雁”平台，实施
四大“乡贤同心工程”，齐推共富先行。二
是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创新出台“惠企、惠
农、惠农文旅融合”一揽子新政，在古镇推
出“旺铺兴镇”计划，以“贤归助兴”模式，
落地雀山岭村“康养村社”项目、大黄岭村

“青社里”精品民宿等项目，激发乡村共富
活力。三是坚持从自身挖潜力，进一步规
范村级临时用工等管理，通过发动志愿义
工、发放“大同币”等节约村集体非生产性
支出；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
扶持华艺智谷产业园、吉达汽配、山友医

疗、筑册档案等项目建设；持续深化建设
整治，放大美丽效应，讲好楼塔故事，多途
径发展美丽经济。四是因村制宜“一村一
策”谋共富，各村通过全域土地整治、盘活
村集体资产、加快集体留用地开发等，积
极探索实践“飞地经济、强村公司”等新模
式，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跃升，奋力为
新时代共同富裕新标杆贡献“楼塔样本”。

洪波：擘画“历史文化名镇·休闲旅
游新城”的“五高”新图景

2022年，进化镇立足“生态、文化、
农业、旅游”四张金名片优势，重点开展

“五个年”活动，即产业提振突破年、全
域美丽提升年、文化品牌塑造年、民生
福祉优享年和干事创业比拼年，推动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同时，利用千亩
方基本农田连片整治、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等，在建设用地复垦指标上进行挖
掘，以期获得更多指标与回购资金来推
动项目启动，消除发展瓶颈，为发展村
级经济创造载体，擘画好“历史文化名
镇·休闲旅游新城”的“五高”新图景。

记者：萧山今年将重点实施的十大
行动中，民生普惠优享是一大方面。各
镇街将如何瞄准人民群众所忧所急所
盼，全力推进民生优享？

郑红：答好共富时代“命题”

为了让群众在共富道路上有更真实
切身的获得感，我们始终坚持把“民生”两
字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扎实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低收入群体
精准帮扶，落实好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努
力推进平安村（社）创建、疫情防控闭环管
理、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进，数
字赋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还
回应群众诉求，实施了文体中心改造、文
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全覆盖等
一揽子项目建设，开展“全民篮球嘉年华”
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让人民群
众在生活富裕富足基础上，实现精神自信
自强、社会和谐和睦。

柴宇东：全力绘就斑斓多彩民生画卷

一直以来，河上镇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全力以赴抓民生实事工程，奋力完成
地质灾害点治理，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等
六大项目；二是全力以赴抓全域美丽再升
级，奋力加快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招引
美丽产业；三是全力以赴抓新型城镇化建
设，奋力推进农民公寓、多层住宅，完善公
共交通，推进四好农村路，优化“水电气”，
积极争创美丽城镇省级样板；四是全力以
赴抓公共服务提升，奋力完善文化、教育、
体育等内容，实施健康河上，高效防控疫
情，全力绘就一幅斑斓多彩的民生画卷。

徐汉军：高层次、高水平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

戴村将聚焦民生关切，加强服务供
给、强化社会保障，高层次、高水平提升全
镇居民幸福指数。一是全力办好六大民
生实事，兜牢民生底线。结合“双领五促”
工作机制，力促美好教育、卫生医疗、养老
服务、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就
近就便；二是全力提升基础社会治理，拥

抱数字变革。加快未来乡村建设，推动
“映山红”数字治理计划提质扩面，不断丰
富“数智三宝”应用场景，提升监督、便民、
帮困、促富质效；三是全力实施平安村社
建设，打造品质生活。抓好“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这一契机，深化“一网统
管”体系建设，做精城镇管理、落实问题治
理，更好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郭建达：全速推进六大民生实事、多
项关键小事落地见效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增强民生福祉作
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今年，浦阳持续
以民生为基，以发展为要，全速推进六大
民生实事、多项关键小事落地见效。聚焦
生态惠民，争创农业特色型美丽城镇省级
样板，新增尖湖、十三房两个美丽乡村提
升村创建；聚焦治理安民，新建派出所、智
治中心浦阳分中心，以更优的环境、更全
的服务保障社会稳定；聚焦生活便民，融
创体育馆已正式开业，新建桃源幼儿园将
于今年9月交付投用，同时推进径游小学
拆复建工程和村级卫生服务站建设，后续

还将筹备浦阳镇中迁建工程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扩建项目。

洪波：重点聚焦富民强村全力推进民
生优享

进化镇重点聚焦富民强村全力推进
民生优享，选取了墅上王村、华锋村、欢潭
村、王家闸村4个村成立多村联合投资的

“强村公司”，目前已陆续承接农贸市场、
大汤坞新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域卫生整
治、河道保洁、垃圾清运等项目，成立杭州
萧山强村共进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出“进
化飞鸡”农业品牌，后续将持续对接农产
品销售、乡村旅游等，进一步提升进化在
全区的影响力。

顾利江：便民利民惠民 提升群众获
得感

所前镇高度重视民生工作，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努力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今年，我们聚焦交通痛点，推动辖区
来娘线全线整治和局部拓宽、塘湄线车道

“四改六”。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拓展

公共自行车站点7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150余辆，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同时，
大力实施杭甬运河（西小江）所前段美丽
河湖整治，打造滨水漫行大廊道，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

陈钢：实施“义起·美丽”行动全力提
升民生质量

为保障民生优享，今年我们实施“义
起·美丽”行动，围绕“最美山水”“最美乡
村”“最美城镇”“最美项目”建设提升民
生质量。特别是加速推进了“最美项目”
行动，在健全教育资源方面，全面推进义
桥三小建设、许贤幼儿园扩建工程、及义
桥二中选址论证等工作；在提升医疗资
源方面，义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建工
程主体结构已完成，力争今年顺利搬迁；
在健全交通网络方面，全力保障改善时
代大道施工并着力提升两侧通行环境，
加快推进油虎线拓宽工程及四好农村路
等，打造快速通行网络；同时扩面布点建
设16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位，健全交通
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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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新标杆

郑红（楼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柴宇东（河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汉军（戴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建达（浦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洪波（进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顾利江（所前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钢（义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柴宇东 徐汉军 郭建达 洪波 陈钢郑红 顾利江

一线 谈谈谈访访访
推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高质量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新标杆，既是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的应有之义，也是各平台镇街

的责任与担当。
如何答好这一时代问卷？本报特推出镇长（主任）一线访谈栏目，各区级平台管委会主任、镇街镇长（主任）在重大项目、重点工

程、中心工作一线现场，接受萧山日报专访，对标区委区政府和各平台镇街中心工作，畅谈发展蓝图、务实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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