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论断，时隔 40
年，依然在临安大地得到不断验

证。

临安地处杭州西部，是典型的

山区城市，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

资源稀缺。同时临安又处于钱塘江

上游，部分水系注入太湖，是浙西

天然的生态屏障。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临安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忽略

生态保护，造成了环境污染。在惨

痛教训面前，临安壮士断腕，取缔

了印染、化工、水泥等一批高污染、

高效益产业，最终选择走生态科技

道路，助力临安经济社会发展的进

一步腾飞，青山湖科技城的建立成

为最好的注解。

青山湖科技城的建立，处于长

三角战略转型、浙江探索创新发展

模式的历史机遇期。依托较好的产

业基础、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突

出的政策主导优势，2009 年 5 月

15 日，浙江省政府第 32 次常务会

议作出同意省科创基地落户杭州、

定点临安的重大决定，临安最终在

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青山湖科技城规划面积 115
平方公里，按照“国际先进、国内一

流”标准，建设科技资源集聚区、技

术创新源头区、高新企业孵化区、

低碳技术示范区、体制改革试验

区；主要功能定位：一是工业类高

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二是

工业类高新技术成果的中试转化；

三是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培育孵化；四是对全省相关

区域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辐射带

动。为此还设置了研发区、产业化

区、现代服务和综合生活配套区、

生态休闲区四大功能区。

为建好青山湖科技城，区（市）

委、区（市）政府举全区（市）之力，

高起点规划、高强度建设、高质量

招引、高效率服务。首先是完善基

础设施。开始了以“一横两纵”道

路、科技大道、大园路为代表的基

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便利的交通主

干网络，外联内畅进一步提升。建

设青山湖科技城城市综合体，引进

越秀、宝龙、天阳、旭辉、中粮地产

等全国知名地产企业进驻开发，青

山湖科技城育才小学、万豪酒店也

先后在青山湖科技城设立。这些举

措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了青山湖科

技城的工作、居住环境和档次。随

着临安撤市设区，杭临城际铁路建

设、科技大道改造提升，直通萧山

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开设，进一步凸

显了青山湖科技城的区位优势。二

是出台相关配套激励政策。出台

《临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高层次

人才入驻青山湖科技城创新创业

的若干政策意见 （试行）》《关于进

一步支持院企发展的若干政策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设立浙江省自

然科学基金青山湖科技城联合基

金，不断吸引知名院所和高层次人

才入驻。三是加强对外宣传。通过

举办青山湖科技城创客英雄汇创

业大赛、青山湖科技城人才峰会、

推介会、科技创新论坛、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提

升青山湖科技城对外知名度和美

誉度。四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先

后设立青山湖科技城重点工程推

进工程指挥部、浙江杭州青山湖科

技城管理委员会等机构，推出区

（市）审批事项平移至科技城、投资

项目“一表通”、服务院企“双结对”

等改革措施，不断提高精细化管

理、优质化服务和精准化招商水

平，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科技城，为

了科技城一切”的工作理念。

通过 9 年不断建设，青山湖科

技城已经成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关键一极、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产学

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全省高端装

备高新区、环保产业示范园、杭州

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云制造小镇”入选浙江省首批特

色小镇，并升级为“青山湖微纳制

造小镇”，列入《浙江省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香港大学浙江研

究院、浙江大学可持续能源研究

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浙江研究

院等 46 家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

创新载体，杭氧、杭叉、西子电梯、

驰拓科技等大批高新企业入驻。引

进培育高层次人才 2600 余名,发布

各类研究成果近 500 项。园区所属

121 家规模企业中，半数为国家高

新企业、三分之一以上建有杭州巿

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2017 年，青

山湖科技城规 模工业 销售 产值

343.5 亿元，其中高新技术销售产

值占比 80.2%；财政总收入 24.02
亿元，助推临安经济社会发展主引

擎的作用日益凸显。

青山湖科技城的建设，得到了

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

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莅临青山湖科技城调研指导。仅

2017 年，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科

技日报》《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报

道青山湖科技城就有 300 余篇次，

对外影响力与日俱增。

（本栏目内容由中共杭州市临
安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青山湖科技城，
临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

坚定改革信心 续写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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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领航振兴之路”———示范村事迹展示系列报道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组织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持续加大监督问责力度，严肃查处

群众身边的“微腐败”。为进一步强

化警示教育，督促各级党组织切实

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现将查处

的 6 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1.临安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原工作人员胡跃明、李忠明贪污受

贿等问题。2004 年至 2017 年期间，

胡跃明、李忠明各自利用担任原临

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副主任

和设施设备维护中心主任的职务

便利，分别侵吞公共财物 14.605 万

元、6.972 万元。期间胡跃明多次非

法收受或索取徐某某、吴某某等人

所送的财物共计 12.36 万元，李忠

明多次非法收受周某某、何某等人

所送的财物共计 16.35 万元，并在

设备采购、工程承接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另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8 年 8 月和 2018 年 4 月，胡跃

明和李忠明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清凉峰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原

水利员陈国军利用职务便利收受

财物等问题。2009 年至 2018 年期

间，陈国军利用担任清凉峰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水利员的职务便利，多

次非法收受或索取谢某某、王某某

等人所送财物共计 21.8 万元，并在

水利项目申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另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8
年 5 月，陈国军受到开除公职处

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 於潜镇千茂村原党总支书

记、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潘忠违

规套取村集体资金问题。2017 年年

初，时任千茂村党总支书记、股份

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潘忠伙同他人，

采取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村集

体资金 14 万元，其中 13.54 万元用

于支付本村 2014 年至 2016 年村

务违规开支。另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17 年 12 月，潘忠受到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

4.龙岗镇东塔村原党支部书记

陈新祥等人违规套取村集体资金

问题。2016 年 2 月，时任龙岗镇东

塔村党支部书记陈新祥与东塔村

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王新民商议

决定，以虚列村道路工程款方式套

取村集体资金 2.912 万元，用于支

付本村 2013 年至 2015 年村务违

规开支。2017 年 10 月，陈新祥、王

新民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於潜镇祈祥村党总支书记、股

份制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史福荣违规

套取村集体资金问题。2016 年 2
月，史福荣利用其管理村级财务的

便利，伙同他人通过虚构做路征地

款的方式套取村集体资金 7.9 万余

元，用于支付本村 2014 年至 2015
年村务违规开支。2018 年 6 月，史

福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 太阳镇鹤里村党总支委员、

报账员姚泳梅挪用村集体资金问

题。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期间，姚泳梅利用担任鹤里村报账

员的职务便利，私自从其保管的该

村“农村饮用水工程联村供水项

目”自来水费预收款 1.31 万元中重

复多次挪用少部分资金归个人使

用。2018 年 7 月，姚泳梅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临安区纪监委关于 6起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案例的通报

12日，在有“中国农村电商第一
村”之称的昌化镇白牛村，电商经营
户汪超正在忙着打包山核桃包裹，自
白露开杆以来，汪超的电商生意已开
始持续“升温”。现在平均每天有近
200个包裹，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0%。汪超告诉记者，就目前的山核

桃形势来看，山核桃价格较去年同期
预计增长 15%左右，今年自己的公
司总产值可以超过 3000万，同比增
幅 50%。

受惠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三

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利好政策，近年
来，白牛村走上了电商发展的“快车
道”，过去一年，白牛村电商产值超过
3.5亿元，仅“双 11”一天销售额就达
到 3000万。据统计，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感召下，白牛村已有近 30余名青
年人回乡创业，新电商人为白牛电商
这块“金字招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新鲜血液。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童耀南 摄

山核桃上市，白牛村电商生意持续“升温”

“好的，您放心，我已经帮您安

排好了。”、“10 月 5 号晚餐是吧，还

有空位。”、“1500 的餐标，可以，我

排好菜单再给您看一下。”……整

个下午，周小华的手机铃响就没停

过。“都是订餐的，大多是预订周末

和国庆长假期间的。”数着一张张

预订单，周小华合不拢嘴。

周小华是横岭周家头自然村

人，2005 年的时候返乡创业，开了

个餐馆，名叫“波岚山庄”。“这里有

个水库，平时钓鱼的人也挺多的，

我就想开个餐馆，总能赚点。”周小

华说，当时的收入勉强度日。

真正让周小华腰包鼓起来的

是 2012 年以后。2012 年，横岭村以

创建“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特色村

为契机，发展农家乐，开拓生态休

闲观光产业。

横岭村位于海拔 400 至 490 米

的山坡上，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

被称为“云顶上的村庄”。因为周边

没有任何工业企业入驻，生态环境

非常好，但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当

地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毛竹林和

外出打工、经商，村子里人不多、钱

也少。”横岭村党总支书记沈栽平告

诉记者，以往的横岭村固守“就农村

抓农村、就农业抓农业”的传统思

维，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都一直

在锦南街道中下游徘徊。为改变小、

杂、散的经营模式，横岭村依托自然

环境、农产品、红色旧址等生态人文

资源，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和集约经

济。通过全面整合农村危旧房改造、

农房风貌改造、下山移民搬迁等政

策红利，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在成功创建“绿富”农家乐特

色村后，横岭村又喊出了打造“江

南慢生活第一村”的口号，进一步

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除了水库，村里还建起了公

园、广场、漫步道、红枫林园，不仅

临安本地的游客多了，上海、江苏、

嘉兴的游客也被‘江南慢生活第一

村’吸引。”周小华也没想到，原本

偏远、破旧的小山村能成为大家的

旅游目的地。现在他的波岚山庄每

天游客接待量超过 70 人次。餐标

也从最高四五百变成最高两三千。

“有些游客听说了我们这边生态

好、食材品质好，特地过来尝一尝

山间的美味。”

记者了解到，该村村两委班子

将“生态宜居村”建设作为检验践

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的主

战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一线，带领群众整治环境卫生、建

设美丽家园。同时，借助固定主题

党日活动、“好家风”志愿服务队等

载体，推进杭州市美丽乡村精品村

等一系列项目，使村庄面貌和党员

作用得到了双提升。近两年，横岭

村不断加大民宿生态建设，每年吸

引游客近 4 万人次，不仅摘掉了集

体经济薄弱村的帽子，农户的口袋

也越来越丰厚。

记者 朱艳

锦南街道横岭村：生态旅游“鼓”了村民钱袋子

某女婴，2015.10.3 出生（暂估），2015 年 10 月

13 日在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越秀星汇城 1 幢 105 室

门口被捡拾。请以上弃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

之日起 60 天内，到临安区民政局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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