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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湖第一大岛，西山岛是我国淡水湖
泊中最大的岛屿，也是镶嵌在太湖中间的一颗

“绿心”。这里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
几乎成为苏州经济最为薄弱的乡镇。去年，金
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1亿元，依靠一镇之
力，很难推进许多大项目。

机遇来了。去年底，《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
验区规划》发布，吴中区东山镇、金庭镇及周边
区域被划定为实验区建设主体范围。今年，苏
州市排定出涵盖生态保育、生态治理、民生保障
和产业发展4大类97个项目，总投资约180亿
元。这为金庭打破原有发展困境、实现破茧成
蝶提供了充足资金保障。

在西山岛南部的消夏湾，一项湿地生态安
全缓冲区项目正在紧张建设。“现在，我们采用
已有12年落地经验的德国智能科技湿地技术，
在18平方公里的规划范围内打造净化型、功能
型湿地，就是为了拦截处理农村面源污染，削减
流入太湖的氮、磷总量，保护生态环境。”工程师
冯桐介绍，消夏湾湿地生态安全缓冲区项目一
期投入8000多万元，三期总投资3.2亿元。通
过构建的人工湿地，可以依托植物、滤料以及滤
料内部的微生物共同形成去除污染物的系统，

高效环保。
系统化整治，让太湖更美，岛居风情更加

浓郁。步入东村村张家湾自然村，5棵具有
800年历史的古香樟树矗立于村口，仿佛在守
护着这座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古村。利用
村属旧小学作为基地，村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
金庭古村落文化展示中心，记忆中的乡村居民
生活方式与现代休闲度假文化将会在展示中
心形成碰撞与融合。

“东村古村留存着20多幢古朴的明清建筑，
仍有32户居民居住村中。去年，村里全面完成
雨污管道改造和‘美丽乡村’环境整治。”金庭镇
东村村村委会主任严静民介绍，往常，村中居民
的生活污水直接流入村里的化粪池和排水沟，再
流经村边河浜汇入太湖。通过整治，村民生活污
水通过管道流入集中处理点，再进入到专业处理
设备中，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村庄人居环境得到
提升，也为保护太湖水域做出了贡献。

面朝太湖，东村一家名为“粗衣食吾”的民
宿引人注目。走进其中，虽是粉墙黛瓦的外观，
内部却随处涌现现代气息。店主周利生是土生
土长的西山人，原先在太湖有30亩水域围网养
殖螃蟹，随着太湖围网养殖全面退出历史，大家

都在寻求新的出路，这位80后渔民在前年开启
了自己的民宿经营之路。

“我的合伙人都是从上海过来的，有做设计
的、还有专业做酒店管理的，我们租下这座民
房，投入500多万元进行改造，打造出7个房
间。”周利生表示，只要打好太湖这张“特色牌”，
岛上人就不愁吃！

如今，金庭全岛共集聚了400多家民宿农
家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来资本也开始进
驻。游客多了，农副产品的销量上去了，民宿农
家乐入住率上去了，农民跳出了季节性的产出

“围栏”。
山美水美，村美民富，西山岛上充满活力。

前不久，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调研吴
中区时指出，要理清思路、准确定位，将西山岛
建设成高标准“太湖生态岛”，进一步为金庭的
发展打开思路、指明方向。吴中区委书记陈嵘
表示，吴中将不断优化金庭生态空间格局，秉持

“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四位一体发展，精准对
位“环太湖生态文旅产业带”生产力布局，积极
践行环太湖生态“加减法”，真正将西山打造成
为苏州乃至长三角、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绿色“后花园”。

金庭金庭：：全力打响全力打响““太湖生态岛太湖生态岛””品牌品牌

冬至时节，太湖迷人依旧。驱车从环太
湖大道驶入吴中区东山镇，氤氲的雾气让眼
前的山水如一幅水墨画卷，让人不自觉地把
车速放缓下来。沿环山公路行进约十五分钟
车程，一大片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江南民居
映入眼帘，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陆巷村。

陆巷始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近千年历
史。“陆巷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最早有六
条巷子，村子至今还保持着初建时的格局，这
些古街古巷是串联古村文脉的关键。”沿着石
板路走进村中，陆巷村党委书记王迎元介绍，
一般人很难发现，在这些石板下方，都是流动
的溪水，之前由于年久失修都被堵塞了。“村里
前些年花了大力气进行疏浚，让它恢复原来的
模样。仅脚下的这些紫石板，我们前后一共修
补了1000多块。”

继续向村中行走，古街、祠堂、牌坊、第
宅……在粉墙黛瓦的民居群中，鳞次栉比。更
多保护细节也被显现出来：古建筑上，砖雕、木
雕、石雕、彩绘油漆，修旧如旧；新建的民居、农
家乐和民俗的外立面，也被特殊的工艺做旧处
理，和古村风貌保持一致；会元牌坊前，一座民
国时期建起的菜场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每天早
晨，当地村民还都到这里买菜，一如既往的“烟
火气”，是它得以保存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由吴中区和东山镇两级投入超过

1.2亿元，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将村里一街、六
巷、三座牌坊全部修缮，并对惠和堂、遂高堂、会
老堂、宝俭堂等多处古建筑进行抢救性修复，目
前村里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已超过30处。”东
山镇党委委员张炜介绍，陆巷人杰地灵，是明代
宰相王鏊的故里，更曾走出过1位状元、11位举
人，近代还出了60多名教授学者，还是明清时
期名噪一时的“洞庭商帮”的起源地。通过文化
挖掘，并在古建筑中进行系统的展示陈列，东山
逐步让这些老宅子“开口说话”。

寻味乡愁，除了文化的根脉，还有舌尖的记
忆。陆巷面朝太湖，背靠莫厘峰，村里5000多
亩土地和林地上出产的碧螺春茶、枇杷、杨梅、
洞庭红橘等特色农作物，依然是村民们重要的
经济来源。

80后邱晓庭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陆巷人，大
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开始创业，并在2010年办
起了一家碧螺春茶叶专业合作社，沿用传统的
茶果间种方式，让本地碧螺春茶、枇杷、杨梅保
持原有的品质。经过十年耕耘，合作社已被评
为省级示范合作社，更带动了70多家农户的
销售。

年轻人的回归，给古村带来的惊喜远不止
这些。在经营合作社的同时，2012年，邱晓庭
做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村里开出第一家
民宿，靠着好山好水好文化，民宿一炮打响，每
到周末节假日，总是一房难求。2014年，邱晓

庭准备开出第二家民宿，这次他把目光瞄准村
里的老宅金元堂，通过租赁并投入100多万元
修缮，进行保护式改造，让这座有着100多年历
史的老宅重新焕发生机。“老宅是陆巷的宝，要
把他们保护好，为他们增添人气。”邱晓庭说，去
年，自己又开始大力开拓电商渠道，全年线上线
下的销售额接近600万元。如今，村里大部分
年轻人都用上了电商销售渠道，今年仅枇杷季，
全村8000多吨白玉枇杷上市，45%通过网络途
径销往全国。

陆巷的美，更因太湖之美而美。通过前几
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村里已实现生活污水处理
全覆盖。前年，借着太湖全面拆除养殖围网契
机，村里改造出960亩高标准池塘，实现养殖尾
水全部达标排放，既保护了太湖又提升了养殖
户的效益。去年，村里又通过退养改种，退出了
近500亩的太湖水产养殖。“只有太湖美，才有
陆巷美！”在村里经营民宿的于建玉由衷感叹。

“以前是一产带三产，现在是通过三产带
一产。如今，全村年接待游客量已突破25万人
次，包含景区门票收入分红在内，村级收入已经
突破770万元。”王迎元说，目前，村里正在通过
加快人居环境整治，综合开展古民居保护、河道
保洁、林地养护等工作，力争把全村打造成一个
大景区，为推进全域旅游打好基础，让“乡愁之
旅”更加耐人寻味。通过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
这个太湖之滨的千年古村未来可期。

东山东山：：用用““乡愁乡愁++””为千年古村擘画未来为千年古村擘画未来

站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关键节点和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人文吴中的绿色实践，正
在为天堂苏州进入新发展阶段、
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的发
展势能。

前不久，省委常委、苏州市委
书记许昆林在深入调研吴中时强
调，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苏重要指示和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自
觉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大力度抓好
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积极主动实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做强文
旅产业叫响特色品牌，走出一条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近年来，吴中区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为太湖增添更多美丽色
彩’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两山’
理念，坚持‘发展保护两相宜、质量
效益双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走
深走实。”吴中区委书记陈嵘表
示。在 2019 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
量发展评价中，吴中区位列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区第9位、绿色发展百
强区第9位、科技创新百强区第10
位。

守护绿水青山
全力彰显“太湖之美，吴中最美”

飞越六千多公里后，一群从西伯利亚沿海岸线前来过冬的小天
鹅，近日终于抵达太湖。

这是这群“小精灵”选择在太湖栖息过冬的第九个年头。2012
年，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取水口附近首次观测并记录到小天鹅，
此后每年秋冬之交，它们都如约而至，而且数量连年增加，成了太湖
生态环境持续转好的重要见证。

苏州天堂之美在太湖美，太湖之美，吴中最美。这里拥有五分之
四的太湖峰峦、五分之三的太湖水域、五分之二的太湖岸线，生态红
线保护区域占全区国土面积87.1%，占全市的60.6%、全省的8.1%，
是全省生态红线区域最大的区（县、市）。

“为了保护好太湖，吴中坚持大手笔投入，自撤市建区以来，我
们每年将预算内可用财力的10%左右用于太湖保护，率先在省内推
行太湖水环境‘五位一体’综合治理，创新建立水环境质量考核区域
补偿等机制，系统性做好太湖保护的大文章。”吴中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李朝阳说。

传好绿色发展的“接力棒”，吴中在发展和保护的辩证关系中，不
断寻求最佳平衡。

先是“输血”。2010年，吴中区率先在省内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2013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对生态补偿进行扩面提标，截至2019年
底，累计拨付生态补偿资金10.8亿元。

再是“松绑”。2012年，吴中区率先在省内改变“唯GDP一刀切”
做法，探索板块差异化考核机制，对度假区和东山镇加大生态建设考
核指标权重，连续6年不断完善，实现“一地一方案”考核。“通过差异
化考核，淡化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权重，让我们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生
态保护、旅游商旅、富民增收等工作。”金庭镇党委书记谈建强说。

如今，这篇系统性文章已经进入“造血”阶段。2018年，吴中区
首提以建设“减法”换生态“加法”、效益“加法”，鼓励环太湖地区大力
推进禁建区内土地复垦、生态修复、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腾出建设地
指标。通过完善盘存配赠、资金补偿、有偿使用、有偿调剂等制度，腾
挪指标向区内重点开发地区转移。此外，吴中区明确指标收益，以固
定年利率保底分红，保障环太湖地区每年能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推
动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良性循环，像金庭这样的经济薄弱乡镇，3年
通过“加减法”产生的土地收益将达25亿至30亿元。

今年10月，东山镇太湖村80后渔民王建一家再次迎来新的生
活。按照部署，太湖渔民将在今年全部完成退捕禁捕。2018年5月，
苏州市启动4.5万亩太湖围网养殖彻底拆除工作，涉及吴中区太湖围
网面积2.7万亩，王建家就在其中。这次禁捕退捕，让他们彻底“洗脚
上岸”。

“虽然很不舍，但还是要支持，我们作为太湖的子民，保护好她责
无旁贷。”王建告诉记者，面对今年的禁捕退捕，大家心里早有准备，
父母年龄大了趁机准备退休，自己也早早谋划了其他工作。按照政
策，这次他家将领到12万多的补偿款。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去年年底，《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规
划》重磅落地，吴中东山、金庭两镇及周边太湖水域285平方公里，正
式被划定为实验区建设主体范围，按照规划，这里将朝着新经济集聚
区的“国家湾区”全速迈进，还将通过市、区两级投入，为环太湖经济
相对薄弱地区引来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以来，吴中积极推进总
投资47亿元的4大类67个项目，推动出台《关于开展苏州生态涵养
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初步建立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评价指
标体系。这一彰显苏州雄心的创新举措，化被动应付生态保护为主
动调结构、兴产业、惠民生，让人们对“太湖之美，吴中最美”的印象更
深，也让吴中涵养好太湖这一长三角“生态绿心”有了更强的动力。

立足创新发展
持续增强实业兴区“含金量”

只要通过一个解析器，就能对长三角超过4.5万台模具生产设备
的产品数量、工艺参数等信息进行监测，从而通过大数据分析，帮助企
业将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起来，高效共
享各种要素资源。在苏州高端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模具云平台”
的应用，让人感受到了“吴中智造”的硬实力。

近年来，围绕产业强基工程和产业链提升，吴中积极推进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三
个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系列平台。

“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吴中目前初步形成由服务平台和龙头企业牵引
的‘1+4+N’的发展格局，其中不乏华为、浪潮、赛迪等重磅企业的参
与。”吴中区工信局局长顾洪建说。

面对生态红线的制约，产业如何发展、该往什么方向布局？吴中
给出的答案是，通过深化中心城市核、先进制造轴和生态文旅带“一核
一轴一带”功能区布局，加速集聚全区各类产业资源，全面激活高质量
发展的“一池春水”。

吴中精准锁定产业方向，做强“创新引擎”。围绕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生物医疗及大健康两大主导产业，不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仅以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为例，已形成以汇川技术、科沃斯
机器人、绿的谐波、东山精密、拓斯达机器人、赛腾精密、安洁科技等上
市企业为引领、覆盖集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本体制造等
关键环节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汇川技术、科沃斯机器人入选2019年
江苏省百强创新企业，绿的谐波、凯博易控入选苏州市“独角兽”培育
企业。

吴中持续优化功能分布，支持产业集聚。通过打造吴淞江科技产
业园、木渎智慧工业园、甪直智能制造产业园等5个百亿级智能制造产
业集聚区建设，通过引入“精、专、特、新”企业，不断打造“产业高原”。

走进位于吴淞江科技产业园的耐克森苏州工厂，刚刚落成的全球
最先进的电缆自动化动态测试实验室，正在加紧进行产品检测。“工业
机器人机械臂一直要转动，这对电缆性能要求非常高，不能断掉、开
裂。我们这个实验室的目的，就是要测试我们产品在扭转强度和抗疲
劳程度，每个要做到300万次。”耐克森（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大中华
区总经理潘黎平介绍，作为全球线缆和线缆解决方案专家，耐克森苏
州的电缆已经广泛应用到雪龙号、复兴号、C919等“国之重器”之上。

紧邻吴淞江科技产业园，作为苏州市首批9家市级生物医药产业
园之一，苏州吴中生物医药产业园结合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1+
N”的重要战略部署，依托载体优势，重点打造大分子、小分子、细胞治
疗、基因治疗等全链条并举的医药加速基地。“产业园还配套规模10
亿元的生物医药专项基金，借助专业金融资本力量，积极引进国内外
行业顶尖企业、高科技成熟项目和优势项目，培育壮大本土原创型项
目。”苏州吴中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宗晨说，园区今
年已签约博奥明赛、怡成生物、高是医疗等项目，储备意向项目超过
30个。

吴中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形成竞争优势。检验检测产业是吴中的
特色产业，也是吴中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
产业。目前，吴中区已集聚以苏州市计量院、苏州电科院、中认英泰、
国家信息网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平台为代表的54家检
验检测企业（机构），服务收入每年保持约30%的增速，规模列苏州大
市首位，“吴中检测”知名度不断提升。11月底，吴中赴上海举行检验
检测服务业宣传对接会，会上，吴中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检测中心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集聚资源，共同打造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
检测检验基地。

立足“生态绿”，依托“科技蓝”，吴中产业发展的“含金量”在筑梦
小康的道路上不断攀升。

激活文旅资源
厚植“人文吴中”的精神气质

12月17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山东荣成召开会议正式公布第二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吴中成功入选，成为苏州目前唯一入选的
区域。近年来，吴中区以“泛休闲、轻度假、慢生活”为主题，坚持以环
太湖生态文旅带为核心，以乡村振兴为根本，以江南古镇古村落保
护、传承和发展为突破，全域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文旅融
合、城乡一体、主客共享”全域旅游工作思路，探索“体制创新、品质引
领，打造江南生活典范”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最近，临湖镇灵湖村黄墅自然村，又多了几个“网红”项目——透
明的星空帐篷，绚丽的灯光，伴着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将江南小乡村
的夜晚装扮得别有一番风味。今年以来，村里创新发展夜经济，打造
了苏州市唯一一个以森林为主题的夜市——森“灵”集市，以夜游、夜
娱、夜食、夜购为主线，为游客们带来实地沉浸式夜游体验。

灵湖黄墅西傍太湖，森林覆盖率60%，以“林深村落多依水”著
称。近年来，村里将特色产业、特色生态、特色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
融合，并建起“灵湖农业创意产业馆”，打造“水东五将”文创品牌等，
让乡村更有生机。去年，灵湖村集体经济稳定收入达到1190万元。

太湖山水之间，散落着众多像黄墅一样的村落，为了激活乡村活
力，吴中区通过实施《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
划（2018—2022年）》等政策规划，大力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立足环太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乡村，凭借其突出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农
文商旅四产融合发展，彰显出农村产业发展的创造之美。

让太湖好山好水“变现”，需要好风景，更需要好创意。越溪旺山
村是长三角闻名的农家乐集聚区，如今也正在转型。“简单的农家乐
发展模式，很容易被复制，长期来看，对游客形成不了持续的吸引
力。”旺山村党委书记张晓刚说，为了丰富旅游体验，最近几年，村里
把目光投向了“农文旅”融合发展上。

王森巧克力创意工厂、正道书院、知味恋歌咖啡馆、隐君子陶瓷
工作室……凭借好生态，一大批文旅项目被吸引到旺山。而以“文
创”为核心，通过“旺文化”的IP开发、文创设计、形象衍生，旺山结合
当地风物人文，进行产业联动，将茶叶等特色地产风物“IP品牌化”后
进行系列推出，实现旅游带动多产业同步发展的良好势头，最近两年
全村电子商务交易超过千万元。

今年8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体育局公布的旅游类、体育类
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中，苏州有5个入围，其中吴中区有2个，除了
旺山文旅风情小镇，位于度假区中心区的太湖体育运动休闲小镇也
成功入选。

“度假区抓住体育强国建设重大机遇，建成投用渔洋山户外运动
中心、渔洋湾水上运动中心、苏州市太湖足球运动中心以及太湖蓝马
拉松赛道等一大批体育运动项目。”度假区文体旅游局局长戴晓林介
绍，今年7月至9月，太湖足球运动中心更是成为2020年中超联赛苏
州赛区8支球队的生活和训练驻地，“太湖足球”正成为吴中旅游的新
名片。

太湖好山水孕育好风景，还孕育好手艺。12月12日，2020苏作
文创峰会在今年新落成的吴文化博物馆拉开帷幕。作为苏作工艺和
文创产业的“嘉年华”，峰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成为独具吴中特色
的文化品牌。“苏作天工、根治吴中”品牌内涵，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和现代产业经济、美好生活融合发展，在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中塑造苏作IP。

通过进一步巩固吴文化在区域内的精神内核地位，吴中围绕自
然山水、保护历史古迹、传承传统技艺，与现代城市精神相融合，以大
运河文化带打造为契机，让独特的“文化内核”不断积淀“人文吴中”
的精神气质。

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之基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之基

山水筑梦山水筑梦，，唱响新时代的唱响新时代的““太湖美太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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