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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二十载 二十大献礼

■记者龚洁

在钱江世纪城沿江公园,崭新的
绿道犹如起伏的“波浪”涌动在江堤
上，与钱塘江形成一体，遥相呼应，在
无敌江景与繁华都市中，感受着萧山
的绿意。

山水塑形，绿韵为裳。绿，是萧山
的底色，也是萧山二十年来一直悉心守
护的颜色。初秋时节，漫步萧然大地，
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构建的生态江南
风情，一边是绿色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模
样。在这里，历史与现代和谐并存，守
护着生态，展望着未来。

从局部美到全域美

2002年，彼时走进萧山农村，还总
能看到“不和谐”的画面：乱搭乱建成常
态，门前屋后垃圾成堆，露天棚厕随处
可见，村里蚊蝇滋生乱飞……村庄环境
确实很难让人“走进来、留下来”。

二十年后，此时的萧山乡村已经成
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成为了那“想回
去、想留下”的浓浓乡愁。

走进义桥镇新坝村，感受到乡村的
勃勃生机，盐驿公园、战备仓库、节孝公

园等景点串点成线，既有历史底蕴，又
有时代创意。浦阳江畔，灵山村村如其
名。一个古色古香的“半亩方塘”为界，
一侧是改造一新的村民住宅，一侧是放
松休闲的乡村田园，村民的生活如同在
景区，惬意又不乏诗意。新街街道陈家
园村，通过别致的围垦变迁墙绘、立体
的工业发展墙绘、五代的房屋变迁展
示，在看得见的美丽中再现村庄的变迁
和振兴。

这样的乡村，用82岁顾大伯的话
说：“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美丽在一场场“翻身仗”“蝶变仗”
中慢慢生长，继而蓬勃旺盛。从最初的
新农村建设，到2018年的美丽乡村建
设，萧山的乡村一步步蜕变。现在，“村
村优美、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美好愿
景变成了现实。美丽乡村，让村庄充分
释放了生态的“天性”，激活了一方山水
资源。到2021年底，萧山已有三批110
个美丽乡村提升村通过验收，成功创建
A级以上景区村庄109个，获评省新时
代美丽乡村标杆县。

乡村的生态之变，也是二十年来萧
山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个生动缩影。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萧山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
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发展
总体布局，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多年来，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不断取得新成效——

天更蓝。2021年全年城区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306 天，大气优良率为
86.9%，PM2.5较 2018年下降25.4%，
蓝天白云刷屏朋友圈。

水更清。2018-2021年萧山市控
以上监测断面均达到Ⅲ类以上水质；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100%，与
2011年有劣Ⅴ类水体六个断面相比，
水环境有了显著提升。

家园更美。萧山森林面积40.85万
亩，森林资源覆盖率从 2002 年的
21.3%上升至 27.54%，森林蓄积量达
144万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
连续保持“双增长”。

从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区”，到
五夺“大禹鼎”，从启动浦阳江治理工
程，到萧山南部山区骨干林道串珠成
链——在萧山的发展中，“绿色萧山”
已然成为了共识，变成了动力。萧山
立足全域美丽，依托地域广阔、山水兼

具、江湖齐备的优势，从推进美丽乡
村，到未来乡村（社区）、城乡社区现
代化建设，牢记嘱托、常做常新，答好
时代问卷。

从环境美到产业美

放大电子版浙江地图，在东海之
滨，一片绿色映入眼帘，构成萧然大地
鲜明底色。这背后，是久久为功的生态
建设行动。

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萧山，提前遭
遇生态瓶颈，生态建设行动刻不容缓。

治水、治土、治气、治废，萧山多管
齐下，系统推进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提
升，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扩围。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2013年底，浙江省委、省政
府作出决策部署：宁可每年以牺牲1个
百分点的经济增速为代价，也要以治水
为突破口，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决不把
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康。

萧山痛定思痛，以“治水”先“治岸”
的决心，坚决打好这场环境“硬仗”——
累计清除河道两岸15米内违建近180
万平方米，清淤泥389万立方米，清查
整治排放口3万余个，引配水10亿立方

米。
曾经是负担、是成本的生态环境，

如今则是红利、是新增长点，实现了经
济、生态双赢。

在河上镇凤凰坞村，这里的产业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淘汰村内数十
家纸包装和服装企业，为乡村旅游发展
腾出宝贵的土地空间。站在村口，已经
看不见昔日低小散企业的厂房，放眼远
眺尽是翠绿的群山。抗战主题的纪念
馆、亲子拓展园和惜晚庐等20多个景
点和民宿，更是成为杭州周末圈中颇有
名气的网红，一年有六七万游客走进村
庄来打卡。

在变的不仅是一个个村庄，也落
在了整个镇域布局上。一条从杭州复
兴大桥出发一路往南的时代大道，让
南部戴村“跃起”。徜徉在这山水之
间，云石国际滑翔伞、三清园户外运动
公园等已经成为假日的“引流”网红
点。生态资源更是成为戴村引入产业
的绿色资本，突出5G、人工智能，以信
创硬件带动精密智造、工业互联网平
台服务两大关联产业的V智造产业社
区，让戴村既有诗情画意，又有持续发
展的远方。 （下转第2 版）

逐绿前行 谱写靓丽新萧山
——“致敬二十载 献礼二十大”系列综述之五

本报讯（首席记者 黄婷）昨日，区政
府十七届第十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
议并原则通过了《萧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美
术学院共建中国美术学院湘湖校区合作
协议》《萧山区人民政府 龙泉市人民政府
共建山海协作“产业飞地”合作协议》《关
于加强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促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杭州市萧
山区工业用地资金池资金筹措和使用管
理办法（修订）》《杭州市萧山区规范工业
用地二级市场管理办法（修订）》，听取了
关于世界旅游联盟相关经费的汇报、关于
萧山区综合交通“补链强链”行动方案的
汇报、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情
况汇报、关于打造“2+3+X”先进制造业集
群再创工信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汇
报、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开展工业用地临时改变房屋用途专
项整治工作的汇报、关于2021年度全区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区长姜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程晓
东、方军、吴为东、王润东参加，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徐建中、区政协副主席陈金良
应邀列席。

会议强调，“腾笼换鸟”是加快萧山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推进工业用地
临时改变房屋用途专项整治，是“腾笼换
鸟”工作的题中之义，出台全生命周期管
理实施意见、资金池管理办法、二级市场
管理办法等文件，是“腾笼换鸟”政策体系
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组织领导，
狠抓政策执行，营造社会氛围，动态评估
分析，推动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促进
萧山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世界旅游联盟今年下半年
将正式迁址萧山，要加强沟通对接，积极
配合做好经费拨付和审计，为萧山经济社
会发展赋能添彩。

会议指出，共建中国美术学院湘湖校
区，是助力萧山文化强区建设的重要战略
部署，要积极做好要素保障，谋深谋细项
目前期工作，发挥办学的最大特色，共同
筑就以“诗书画印”为中心的“中国艺术教
育圣地”和“宋韵文化展示胜地”。

会议指出，共建山海协作“产业飞
地”，是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贯彻省委、
省政府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萧
山要彰显排头兵担当，不折不扣完成好这
项重大政治任务。

会议强调，实施萧山综合交通“补链

强链”行动，是最大的民生福祉和城市能
级提升，要做深做优项目前期工作，加强
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落实好资金保障，
引导城市空间协同发展。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成果突出，值得充分
肯定，要进一步破解难点堵点，全力推动
萧山改革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会议指出，以纤维新材料和智能汽车
两大优势产业为主导，以智能物联、生命
健康和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为特色的“2+
3+X”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符合省市产
业导向、契合萧山实际，要做大做强优势
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
产业，再创制造新引擎，再造工业新萧山。

会议指出，“三区三线”划定作为新一
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核心内容，前期工
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要高站位谋划、高
质量融合、高效率挖潜、高水平协同，积极
适应空间资源紧平衡新要求，以规划引领
城市建设和发展。

会议指出，萧山国有资产规模大、潜
力足，要持续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加快盘活存量资源，切实提升国资国企监
管效能，助推萧山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区政府十七届第十次常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何可人）昨日上午，
“守护‘浙’联盟·反诈全民行”2022年全
省“巾帼反诈”行动在我区义桥镇启动，
全市首个“巾帼反诈主题公园”在义桥
正式“落户”。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
长聂展云，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方
芳，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罗
杰等出席。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
炜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
长张亮参加。

此次全省“巾帼反诈”行动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委政法委、省公
安厅、省妇联联合发起，旨在全面发动
基层妇联组织力量，依靠妇女群众，面
向家庭、村社等基层社会治理最小单
元，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活动，提高全
民反诈意识、反诈能力。

启动仪式上，萧山巾帼精准反诈经
验向全省推广。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
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工作，将“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纳入“除险保安”十
大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群众识骗防
骗意识，初步构建起齐抓共管、全社会
反诈的良好局面。今年6月，区妇联联
合区反诈联席办，创新开展巾帼反诈

“五个一”行动，即“开展一轮巾帼反诈
进万家行动”“落实一项巾帼反诈包干
负责制度”“规范一套巾帼反诈分类处
置流程”“建立一张巾帼反诈四色预警
清单”“实施一揽子巾帼反诈分类帮扶
计划”，积极探索妇联组织助力精准反
诈的“萧山模式”。

义桥镇作为“五个一”行动试点单位，
坚持“动态普宣+定点个宣”“集中访查+
常态访查”“案前劝阻+案后帮扶”的工作
原则，不断巩固提升反诈宣教进万家行动
成果，健全包干负责、分类处置、四色预
警、跟踪帮扶等工作机制，坚持把反诈工
作与助力女性创业就业、解决女性婚恋问
题、提升女性法治素养结合起来，努力在
全民反诈行动中贡献义桥经验。

启动仪式上，全市首个“巾帼反诈
主题公园”亮相。该主题公园位于我区
义桥镇湘南村，占地约7000平方米，针
对当前涉及女性的主要诈骗类型，通过
图文展示、网络视听、情景互动、防诈测
试等各种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妇女群众
沉浸式了解诈骗套路，把防诈知识和反
诈技能宣传到群众“家门口”，营造全民
反诈浓厚氛围。

全省“巾帼反诈”行动在萧启动
萧山巾帼精准反诈经验全省推广

本报讯（首席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黄坚毅）近段时间，义桥镇助企服务员
黄彩娣忙得不可开交。为了帮助杭州
同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找到合适厂房，
她四处奔波，多方联系，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来企业的“满意指数”。

今年以来，义桥镇以“义企·升级”为
战略总抓手，以经济稳进提质为目标，举
全镇之力扎实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 助
企纾困解难题”活动，深化省市区镇四级
助企服务员走访机制，从企业项目审批、
规划调整，到高级人才子女就学、政策申
报等问题，以“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执
行力不折不扣办实、办好。

作为一家专注于AGV、医疗器械、
储能用锂电池的专业定制开发、生产企
业，杭州凯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同样
感受到了“温暖”。在今年经济不景气
的情况下，企业1-8月取得了同比上涨

48%的好成绩。
面对企业反映一名工程师子女，

因户口问题无法就读幼儿园的情况，
助企服务员戚颖芝第一时间了解详细
情况，积极对接有关部门和幼儿园，用
最快的速度和最暖的态度，帮助企业
解决了难题。

类似的助企纾困案例在义桥还
有很多。自“千名干部助千企”活动
开展以来，该镇全力以赴开展各项服
务活动，全力挖掘企业潜能，多措并
举实现助企服务质效提升。截至目
前，省市区镇四级共 27 位助企服务
员累计走访企业372家次，收集梳理
问题156个，已办结难题156个，办结
率达100%。

义桥：“辛苦指数”换“满意指数”

稳进提质稳进提质

昨日中午12时50分，南航CZ3863航班从广州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成为三期项目投运之后第一个进港航班。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来迎接。（相关报道详见第7版） 记者 丁力 通讯员朱建美 谭申捷

机场三期首个航班进港
“挤”出绿茵场 点燃萧山居民足球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