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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盛镇：乡村振兴示范地 绿水青山后花园
陈 烨 王晓琦

嘉泰《会稽志》载：“富盛位于绍兴、上

虞、嵊县三县边界，昔时三县土特产在此

集散，商业兴盛，地方富庶，遂称富盛。”

清风徐徐，宋韵款款。作为江南最大

的皇家陵园所在地，富盛历史悠远，人文

底蕴深厚。而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便捷

的区位交通，让富盛镇成了进可居繁华，

退可享桃源的“绍兴后花园”。

近年来，富盛镇坚定不移沿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路前行，不忘初

心，传承发扬“上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奋力打造越城高

质量发展建设镇域样板，谱写一幅产兴业

旺的和美画卷。

擦亮富硒名片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富盛历来是农业大镇，更是农业强镇。这
里有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省级美丽牧场 6
家，市级菜篮子蔬菜基地 4 个，知名农业品牌 9
个。2021 年，富盛镇 4739.7 亩天然富硒土地
获中国地质学会认证，是目前为止浙江省面积
最大的富硒地块。这一认证为富盛农业高质

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何用好这张“富
硒”金名片成为富盛镇的一大课题。

今年以来，富盛镇积极与知名高校、龙头
企业对接，邀请浙江省农科院专业团队，编制
富盛富硒产业规划，确立三产融合、科技创新、
主体培育等重点工程，积极与浙江大学等高校
开展对接合作，计划建设富硒产业院士工作
站。

另一方面，富盛镇还加快推进农产品品牌
培育，持续擦亮“富硒”这张金名片，全力打响

“富盛好味——浙江富硒第一镇”农产品品
牌。通过智慧农旅电子平台搭建，开设线上农
产品销售网店，与此同时，在绍兴主城区核心
景区鲁迅故里建设“山野湖畔的诗意”农产品
展示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品牌宣
传阵地，全面提升农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增
加当地农户收入。

激活发展潜力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五月的富盛镇，已有几分初夏的味道。原
上旺接待站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不久以后，这里将被重新“唤醒”，打造成一
个集采摘、制作、品尝、展示和民宿功能为一体

的乡村面包综合体，预计每年将为上旺村增加
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

作为上世纪70年代留下的红色记忆，原上
旺接待站是上旺村“八把山锄创大业”的历史
见证之一。如何激活这些闲置资源，赋能乡村
振兴，一直是上旺人努力的方向。如今，作为
越城区唯一的乡镇，富盛镇把乡村振兴的主战
场放在了上旺。为此，富盛镇主动探索专班运
行模式，成立先行村创建专班，通过提炼创建
理念，加快引进项目，实现产业集聚。

据了解，富盛镇目前已与绍兴地区一些茶
业、黄酒、农副食品行业龙头企业达成合作意
向，在上旺、乌石、金溪等地打造富盛镇食饮产
业基地和民宿集群，全面激活乡村发展潜力，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做好美丽文章
扮靓乡村全域环境

建设城乡风貌样板区，是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有力抓手。近年来，富盛镇不断夯实乡村
基础建设，先后完成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工程。今年，富盛镇在持
续深化美丽城镇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城乡风貌
样板区创建工作。

样板区建设将以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
丽田园等美丽要素为点，以美丽公路、美丽河
湖、美丽绿道等美丽路径为线，结合宋六陵、塘
城遗址、“信义乌石”等沿线特色亮点，融合宋
韵文化、古越文化、廉政文化等文化要素，开展
多元复合创建，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据悉，今年，富盛镇共计划投资 1.5 亿元，
建设项目 16 个，目前，部分重点项目已进入设
计阶段。

此外，富盛镇以县域风貌样板区建设为契
机，依托山水资源禀赋，以宋韵文化为载体打
造特色主题廉政文化带。浓郁清廉氛围，创新
教育形式，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供了坚实的
队伍保障。

打卡山水十景
拓展乡村旅游路径

今年“五一”小长假，近郊露营火热出圈。
搭个帐篷，邀三五好友结伴露营，成为众多绍
兴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选择。跨出帐篷就是
自然，面对周围的满眼翠色，工作生活中夹带
的烦恼一消而散。

“五一期间，这里游客天天爆满，富盛镇不
仅空气好，土壤也好，很多追求品质的游客都
来这里放松养生。”富盛镇金溪村的风之谷育
鹰学校创始人王金伟介绍，富盛镇是浙江省首
批“乡村氧吧”之一，森林覆盖率达 74%，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吸引各方游客前来休闲旅游。

今年，富盛镇打造了“富盛新十景”，位于
金溪村五峰岭的“岭上星河”星空露营基地就
是其中之一。基地以全境森林为背景，白天山
野风光映入眼帘，夜晚仰望星空繁星点点。除
了露营休憩，还可以在周边探寻廿四岗古道，
观赏“稻城亚丁牛奶海绍兴分海”，远眺绍兴古
城，引得不少本地游客自带露营装备，驾车来
此“微度假”。除了“岭上星河”，新十景里的

“宋韵抹茶”“意风流光”“硒望稻海”“牙湖映
月”等网红景点也游人如织。

作为绍兴城区后花园，近年来，富盛镇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文化铸
魂，提升文化软实力，大力打好山水牌、人文
牌、生态牌，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展新形势
下的文化旅游新模式，全域旅游实现提质升
级。

（图片由越城区富盛镇提供）（（图片由越城区富盛镇提供图片由越城区富盛镇提供））

产业振兴
赋能经济发展高质量

聚焦产业振兴大计，城南街道以奋进姿
态，争资源、争要素、争项目，赋能经济高质量
发展。2021 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7.86 亿
元，14个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在九里工贸园区，同创医学平台的建设正
快马加鞭。占地约 600 亩的九里工贸园区，是
城南街道发展工业经济的“主战场”，近年来，
城南街道深入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全
面推动园区提档升级。

城南街道坚定不移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以九里工贸园区为核心，通过政策扶持、人才
引进、驻企服务等举措，助力企业转型发展，传
统工业企业实现跨越式转变。同时，园区还引
入电商、文创、医药、科研等多种业态，持续激
活发展动能，构建从单纯工业模式转向多种经
济模式并存的全新经济格局。

在另一头，华颐中心综合体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这个集办公、酒店、商业、餐饮、娱乐于
一体的高端综合性商业社区，将成为未来城南
的标志性建筑。为拓展发展空间，城南街道高
效推进存量用地处置工作，积极利用“零土地”
争取好项目、大项目，全力做好产业蛋糕，在招

商引资引项目的同时，还盘活了铭康大厦、天
马大厦、越兰大厦等闲置楼宇，提高楼宇利用
效率，为经济发展赋能。

此外，城南街道还积极应对企业需求，“招
凤引蝶”，以环境的“优”实现发展的“活”。特
别是始终将科技人才工作作为重点列入街道
议事日程，累计申报研发经费 3295.7 万元，申
报省级科技型企业4家，全年申报国家级人才3
个,落实企业人才政策兑现3家。

品质跃升
焕发城乡面貌新生机

绍兴地铁 1 号线的开通，城南街道吃到了
红利，纵横交通多了一条新动脉。

作为绍兴南部区域重要交通枢纽，多年
来，城南街道积极提升交通能级，在基本实现
区域“半小时交通圈、10分钟上高速”目标的基
础上，正推动交通格局从平面转向立体。城南
街道将以二环南路智慧快速路通车为起点，进
一步打通“断头”和“肠梗”路网，构建更多、更
好、更完善的交通大网络，实现辖区交通面貌
的根本性改观。

路网脉络逐渐被打通，城市的功能品质得
到有效提升；而拆迁工程与老旧小区改造，让
城南街道焕发生机。

“以前的九里村道路泥泞、房屋破旧，现在
旧貌换新颜，大家都住进高高的楼房，过上了
更加舒适、有品质的生活。”城南街道九里居党
总支书记陈金龙坦言，整村拆迁改造让破旧村
变身“幸福居”。

近年来，以城中村拆迁改造为工作重点，
城南街道不少村庄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美净
齐”的华丽蝶变。九里、城郊、横桥等村完成整
村拆迁重建，凤凰、庄里等村的拆迁工作加速
进行⋯⋯随着城市化推进，越来越多的村民开
始过上和城里一样的生活。

老旧小区改造也引得居民频频点赞。城
南街道在完成南都新村、任家塔、越厦花园等
老旧小区改造的基础上，去年又开展高立花园
等13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涉及约6600户，总
投资6.1亿元，预计今年6月份完成。从截污纳
管、路面改造到加装电梯、增设口袋公园、建设
邻里中心，老旧小区改造让“老”居民享受“新”
生活，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民生发展
提升群众生活获得感

“我们要打造幸福城南，幸福的核心要义
是以人民为中心，关键是落实到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来，这个理念将贯

穿城南街道工作的始终。”城南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宝金说。

为打造民生幸福标杆，城南街道高质量推
进绍兴文理学院改扩建工程、城南街道卫生服
务中心提升改造工程等项目，不断提升辖区教
育医疗水平；建成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19
家，实现养老服务系统管理全覆盖；推进文化
事业建设，开展“越文化越幸福”系列活动，打
造蔡家江村标配版智慧礼堂和繁荣村高配版
智慧礼堂；聚焦未来城市、未来社区、未来乡村
建设，提升群众生活体验，着力缩小区域差距
和城乡差距⋯⋯

街道还探索实行“签约化”共建模式，加快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如开发“枫叶银
领”共治平台，衍生志愿服务、互帮互助、关心
下一代等六大板块品牌行动，充分激发离退休
党员干部干事热情，发挥余热为民服务。

涵养廉洁文化，助力基层治理，城南街道
以清廉建设铸魂干部队伍锻造，优化清廉村居
建设，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基础。特别是今年以
来，街道以“干部作风建设年”为抓手，对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干部包保，街道多部
门协同发力，成功落实 3 个村的安置房择房抽
签及危房回购等项目，有效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勇向潮头立、敢为天下先。接下来，城南
街道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在“首位立区、幸福越城”建设中持续贡
献力量。

城南街道：向首位出发 朝幸福前行
孙 良 金 颖

城南街道：向首位出发 朝幸福前行
孙 良 金 颖

稽山巍巍，鉴水悠悠。在绍兴城区南

大门，与古城一河之隔，就是素有“南闲”

之称的越城区城南街道。

近年来，城南街道紧紧围绕打造全市

“首位度中心城区”和“三个越城”建设目

标，以城南之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

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无论是引进 19 个项

目总投资达 15 亿元，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 增 幅 33.7%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幅

329.3%，建筑业总产值增幅 486.9%；还

是建设南部区域重要交通枢纽，打造高档

住宅和商贸综合体项目，持续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如今的城南街道，正蹄疾步稳

地向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目标迈进。

（（图片由越城区城南街道提供图片由越城区城南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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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街道华颐商贸综合体项目效果图

活力城南

富盛镇富硒稻米收割富盛镇富硒稻米收割

富盛“岭上星河”星空露营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