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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偶有小雨，东北风3级，
气温8到10℃，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夜里
中到大雨，东北风3级，气温5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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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开门红冲刺开门红

又是一个春天，她与往常一样，让

每个人都充满了对新一年轮回的期

盼；她又与往常不同，仿佛一股蓬勃生

机涌入心底，让人不由自主想踮起脚

尖往前瞅一瞅、看一看。

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我县召

开 2023 年桐庐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暨

“双招双引”推进会，擂起奋进催征的

金鼓，奏响走在前列、争当示范的最强

音。

从春天出发，时不我待。

2月4日晚，“爱上桐庐 立春烟花

秀”精彩上演。这是在昭示新一年的

到来，更是承载着大家对疫情过后新

生活的希冀与向往。

“烟花升空的瞬间，仿佛所有的阴

霾都过去了，未来的日子一定更加美

好。”迎春社区康乐网格业委会主任徐

加庆说，他是与群众贴得最近的人，也

最能感受基层百姓的不易。烟花释放

了美丽，更让他充满信心。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便是最美

的场景。今年春节，瑶琳仙境游客量

激增。“人太多了，服务压力增大，但这

才是景区该有的样子！”瑶琳仙境景区

负责人姚烽华激动地说。今年春节，

桐庐旅游市场回暖迅速，七天旅游接

待总人数达 57.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6%，实现旅游总收入4.78亿元，同比

增长747%。

元宵节前夕，位于县城的久缘饭

店40个包间基本全部订完，一下就激

发了餐饮行业的信心。久缘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红告诉记者，自

防疫措施调整以来，久缘从起初零星

几桌到如今供不应求，人间烟火气又

回来了。

从普通百姓到社会群像，从日常

出行到产业动态，新的一年大家都在

调整心态、重整出发，迸发对生活、对

发展的信心、激情与动力。

2022 年，桐庐始终坚持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面对超预期

因素的冲击和挑战，政企同频共振、实

干争先，固定资产投资、规上工业增加

值等指标增速居全市首位，投资获省

市赛马激励，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获省

政府督查激励，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彩

开局。

桐庐巩固视觉智能、新能源、磁性

材料、快递物流、生命健康五大主导产

业地位，其中，新能源、磁性材料、视觉

智 能 等 产 业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136% 、

13.4%、5.7%，增加值增速居杭州前

列。快递全产业营收突破 350 亿元，

“三通一达”总部项目主体全部结顶，

中通快运总部启用。旅游总收入超

100亿元，精品民宿总量居全省前列，

“蜂茶药果”总产值突破60亿元，富民

产业欣欣向荣。

吉利科技动力电池、抽水蓄能电

站等重大项目落地开工，湖杭连接线、

桐庐东站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建成投

用，小源溪山水运动公园、中通农客等

一批标志性农文旅项目入驻桐庐……

以项目助推发展的澎湃动能持续蓄

力。去年，我县新签约落地重点项目

67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40 个、10 亿

元以上项目6个，总投资332亿元。

我县坚持培育“顶天立地”企业，

实现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

家3A级两化融合贯标企业、市政府质

量奖零的突破；成功举办第十一届科

技人才周，新增院士工作站1家、专家

工作站3家、博士创新站13家，新引进

35周岁以下青年人才5760人，创历年

新高。

在危与机、稳与进、攻与守的纵横

捭阖中，全县上下积极贯彻新发展理

念，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厚度”，增添发

展振兴“后劲”，持续推动高质量、差异

化、跨越式发展。

时代考卷常新。2023 年，桐庐将

深入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

升，实施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地瓜经

济”三大“一号工程”，确保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等关键指标实现新突破。

我县将加快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

动“一产”做精做优、“二产”做大做强、

“三产”做特做亮，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

特色品牌，培育壮大五大标志性产业

链，启动传统产业振兴行动，优化生活

性服务业，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做

强美丽经济，实现产业能级大提升。

项目与人才，是县域发展的‘钢筋

铁骨’。我县将聚力招大引强，树立全

员招商和专业推进理念，确保新落地

亿元以上项目45个、10亿元以上项目

8 个；迭代升级“桐出彩”人才服务机

制，培育高技能人才1200名以上。

我县还将推进低效工业用地整治

提升专项攻坚，确保整治提升4000亩、

复垦建设用地1000亩、新增产业用地

1500亩；加强政府产业基金引导，拓宽

“第三财政”路径，建设“浙江共富板”

试点，助推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推进省

级低碳试点县、整县推进分布式光伏

建设，抓好能源、建筑等重点领域绿色

低碳转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条具有

现代化特征、顺应共富期盼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正在富春江畔越走越宽。

（记者 金黄璐敏 周小铃）

本报讯（记者 何晓/文 黄强/摄）

吊车上下运送钢条、建筑工人固定焊

接……日前，在吉利桐庐动力电池项

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高

处搭建钢结构主体，冬日暖阳下一派

忙碌景象。

“为确保项目每个施工节点都按

时完成，春节期间我们组织了一线100

余人、管理和后勤20余人坚守岗位。”

现场负责人说，项目开工以来，一直快

马加鞭赶进度，为实现早投产早见效，

春节假期不停工。

吉利桐庐动力电池项目于2022年

8 月 1 日正式开工，仅仅几个月时间，

不少区域的主体钢结构都上来了，项

目初见雏形。目前电芯钢结构主体完

成工程量 81%；原料库房钢结构主体

完成工程量 70%；模组车间钢结构主

体完成工程量25%。

“电芯厂房、原料库、模组车间三

个单体的建设进度直接关系整个项目

能否提前投产，我们正尽全力往前赶

进度，争取早日达产。”现场负责人介

绍道。

吉利桐庐动力电池项目快马加鞭赶进度

早投产早见效

从春天出发 时不我待
——写在2023年桐庐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双招双引”推进会召开之际

本报讯（记者 周雨婷）2月3日，记者走

进廷镁创智（浙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机器轰鸣，智能化生产线一字排开，

工人们铆足干劲，冲刺新春“开门红”，呈现

出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在运转的全自动

铺布、裁床机等前端设备。“全自动设备大大

降低了操作门槛和人力成本，本来需要分工

合作的工作，现在只需要按下按钮，就可以

独自完成。”该公司董事长方玉兴介绍。

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最担心的事情就

是招工问题。针对春节后企业容易出现的

“用工荒”问题，该企业在春节前后，积极参

加了我县举办的两场“聚人兴城·凤归画城”

新春招聘会，对接用工50余人次，目前已有

25人成功入职。

传统制造业靠走人口红利的道路已经

越来越窄，创新才有出路。除了数字化改造

后配备的自动化设备，该公司还拥有自己的

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加雾去静电法”“隧

道法自动除尘”“隧道法自动检针”工艺及吊

挂物流自动分拣等全套自动化设备，配以

MES系数，实现了数字化智能生产。目前，

公司已取得各类知识产权共计 54 项，其中

发明专利12项。

一片片初步成型的布料，经过工人们的

巧手加工后，便成了大家熟悉的成衣形状，

由自动化物流吊挂线经过自动检针机逐一

送入“成衣超市”，通过款式和尺码将其归

类，再由工人操作机器打包，这样，一件件崭

新的家居服就“新鲜出炉”了。

方玉兴介绍，该公司共有六条吊挂流水

线，虽然目前还没有全面开工，但在缝制车

间，已有两组工人正热火朝天抢抓生产。“我

们今年的订单量较往年更大，考虑到面料供

应厂商开工较晚，我们在年前囤积了一部分

布料，为年后保证充足的出口量做好万全准

备。”方玉兴表示。

“去年，我们已正式与第三方辅导公司

签订协议，对我公司进行上市培育，目前正

在进行A轮融资，我们的目标是在2024年底

顺利上市。”谈及廷镁未来的发展，方玉兴信

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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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锦辉 记者 何

晓）近日，我县在全省23个试点县（区、

市）考评中脱颖而出，获得2021年度绿

色转化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绩效考评优

秀。此前，我县已获得2020年度该项

考评优秀。此次考评不仅是连续两年

获优，我县积极探索绿色转化途径还形

成了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桐庐模式”。

本轮绿色转化财政专项激励资金共

涉及重点项目24个，分为环境保护、绿色

产业、平台创新、体制机制四大类别。截

至2021年度考核期内，我县使用绿色转

化财政专项激励资金3亿元，撬动社会资

本等其他资金29.98亿元，有力推进了县

域绿色发展，加快了绿色转化进度，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基础更加

牢固。在各方合力下，我县2021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县级以上饮

用水水源达标率稳定在100%，工业危险

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率100%，森林覆盖

率75.23%。同时，不仅切实提高了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丰富了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的转化渠道，而且基本形成绿色

产业发展格局，使县域创业创新体系更

具活力，数字经济发展支撑能力更强。

2021年底，农业增加值率达到68.06%，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5.80%，绿

色优质农产品比例达到61.20%。

用好专项激励资金 推进县域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艺琨 通讯员 陈

岗）日前，省林业局公布了2022年度建

成的“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名

单，我县合村乡三源村、分水镇盛村

村、钟山乡子胥村榜上有名。

作为浙江“大花园”建设和新增百

万亩国土绿化行动的抓手之一，“一村

万树”在2018年至2020年的三年行动

中，以 1 个村新植 1 万株树为载体，大

力发展珍贵树种、乡土树种，构建覆盖

全面、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乡村绿化

体系，已建成1216个示范村。2021年，

浙江启动新一轮“一村万树”五年行

动，计划用5年时间，全域推进“一村万

树”行动，重点推动新一轮“一村万树”

示范村建设，到2025年再建成示范村

1000个以上。

合 村 乡 三 源 村 共 有 山 林 面 积

38553亩。近年来，三源村积极引导村

民发展农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形成了蚕桑、山核桃、竹类、萸肉等主

导产业，成为农民主要经济来源。

分水镇盛村村地处云湖省级森林

公园核心区块，共有山林面积 15404

亩，拥有丰富的古树资源，其中包含千

年古榧树、千年古槐树、古银杏树、古

樟树等观赏性极强的古树景观。

钟 山 乡 子 胥 村 共 有 林 地 面 积

11734 亩，有高山蔬菜、高山西瓜、茶

叶、山核桃、菜油等特色产业。近年

来，在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中，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河道、道路整洁干净，环

境优美宜人，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

绎不绝。

在建设过程中，三源村、盛村村与

子胥村结合当地实际，按照省级“一村

万树”建设标准，以“四边（公路边、铁

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三化（洁化、

绿化、美化）”行动为重点，营造城乡一

体、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景色优美的

村庄森林生态系统，提升村庄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人居条件，优化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弘扬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2022年度“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名单公布 我县三村上榜

本报讯（记者 金黄璐

敏 通讯员 许蔓菲）近日，

桐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

作人员联合县质监站，赴

医疗器械产业园对接园区

消防验收工作，同时就拟

入驻企业进场装修事宜提

前沟通指导，加快园区开

园、企业入驻的准备进度。

年前年后，这样忙碌

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企业、

园区。开发区结合“大走

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

活动，组织工作人员赴所

辖网格，问企需、解企难，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抓生

产、心无旁骛谋发展，奋力

实现“开门红”。

统筹产能提升与安全

生产，是当下开门红、开门

稳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

区下辖涉爆粉尘作业场

所、喷涂作业场所和有限

空间作业场所“三场所”企

业 100 多家。工作人员深

入一线，督促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对市应急管

理局强调的重要点位环节

进行全面复查，保证顺利

复工。

在企业厂区，工作人

员还认真抽查企业节后复

产“六个一”台账，督促企

业和有关机构负责人全面

落实新《安全生产法》明确

的法定职责，坚决防止非

法生产、“带病”复产情况

发生。

轰隆隆的机器声此起

彼 伏 ，开 工 热 潮 持 续 涌

来。开发区规模工业企业

181 家，目前开工率达到

98.3%，其中前50强企业实

现全面开工，产能恢复率

接近95%。

未来城工地现场，塔

吊林立，工程车来回穿梭，

抓项目抓进度的劲头一刻

不减。开发区现有社会投

资、政府投资项目在建工

地 59 个，现已全面复工，

提前完成原定计划。记者

了解到，一季度还将新增

开工项目 4 个，分别为中

通产业生态园二期、卫品

健康产业园、瞬赢科技快

递集包袋项目、园林蓝领

公寓。

同时，开发区的“签”

引力也在不断增强。一季

度计划签约项目8个，其中

制造业项目7个、服务业项

目 1 个，协议引资 57.4 亿

元，包括又拍云科技等 10

亿元以上项目4个，中嘉纳

米钼等亿元以上项目4个。

深入一线问需求
全力奋战“开门红”

有了信心，就有了发展的动力

厚了基底，就有了发展的底气

明了目标，就有了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