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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规划布局：
打造“一区两带三园”，“精雕

细琢”每一寸土地
“望亭大街、果园路、牡丹路3条道

路建成通车后，问渡路以西、长洲苑路
以东的整个区域，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出
来，这里就是望亭的新镇区。”望亭镇相
关负责人在地图上比划出西部产城融
合示范区（西部新镇区）的位置，介绍
道，“这是今后5到10年望亭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承载着发展的重任，也必
将成为效应凸显、势头强劲的区域。”

现有的镇区为2.78平方公里，新镇
区面积约3.52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镇
区面积的1倍之多。根据规划，这里将
建设成为一个产城融合区，集中发展高
端制造、房地产、文教、食宿及其他各类
服务业，前景令人期待。

“西部新镇区”是望亭未来发展规
划中最关键的内容之一。根据规划，望
亭未来将聚力打造“一区两带三园”，以
此为“筋骨”拉开发展框架、提升发展内
涵。其中，“一区”即西部产城融合示范
区，“两带”即大运河文化带和北太湖风
景带，“三园”即贡湖新兴产业园、智能
制造产业园、国际物流园。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解决
盲目开发、无序规划、功能布局不规范、
土地利用不合理等问题”。望亭人深谙
此理，一直以来，始终把规划先行放在
首要位置。过去5年，望亭开展了全镇
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等调整修编工作，谋定而后动。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沪苏同城、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等一系列政策利好叠
加，望亭迎来了跨越发展的最佳时
机。从全国来看，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从全省来
看，作为经济强省，在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具备更加突出的比较优势；从
全市来看，苏州聚力“高质量经济迈出
更大步伐、高品质生活实现更优提升、
高颜值城市展现更美形态、高效能治
理取得更新突破”；从全区来看，相城
确立了“一区十业百园”的战略布局，
新经济产业加速集聚。“审视现实，我
们所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望亭镇党
委书记周建国说。

看完外部环境，再看自身条件。望
亭地处长三角经济区腹地，区位、生态

优势明显，拥有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先
天优势。更为重要和难得的是，多年
来，望亭多措并举，不断盘活土地存量，
为今后发展留足了空间。

“土地资源宝贵，再怎么‘精雕细
琢’都不为过。”望亭镇相关负责人说。
过去5年间，望亭稳步实施搬迁安置，累
计完成搬迁1190户，面积88万平方米；
强势推进拆违治违，开展违建集中整治

“双月攻坚”等专项行动，累计拆除违建
1100起、面积11.7万平方米；完成通灵
金属等五大市场及其他一批地块清理
回购，盘活存量土地1550余亩；坚持集
约用地，累计完成“三优三保”复垦整治
项目8个、增减挂钩项目13个，置换空
间指标1355.6亩。

理清了发展脉络，望亭明确，未来5
年，要根据自身产业特色和定位，逐步
构建分工明晰、协同发展、功能互补的
经济发展新格局。望亭将充分挖掘各
种资源潜力，前瞻布局城镇功能更新，
增加新兴产业、生活服务及生态绿化空
间供给，更大力度盘活全镇空间资源，
把空间优势转化为发展“后劲”。

提升产业内涵：
紧抓载体建设，以更优服务

“磁吸”更优项目
日前，在望亭镇智能制造产业园

（第二季度）企业家沙龙活动上，20多名
本土企业家围绕企业发展现状、转型面
临的困难、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等内容进
行了交流。“这几年，公司在汽车、智能
家居领域的销售增长较快。今年起，公
司开展了智能车间改造试点，生产效率
显著提升，下半年销售额有望实现新突
破。”中亿腾英普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相关负责人说，将立足望亭、深耕
行业，谋求更大发展。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望亭的发展
史，就是每一家企业的奋斗史。”望亭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丰说，“一直以来，
望亭鼓励企业在产品创新、理念创新上
下功夫，企业间拼技术、拼效能，蔚然成
风。”在这样的氛围中，望亭创新驱动优
势日益凸显。过去5年来，全镇累计完
成高新技术产值127.7亿元，高企培育
入库企业177家，新增高企112家；完成

专利申请量8119件，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39.4件。一个小小的乡镇，人才资
源总量达1.66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
有1084人。

面对成绩，望亭人理智而清醒。望
亭人深知，今后5年既是望亭推动产业
结构迭代、彰显龙头企业优势、实现产
业水平跃迁的机遇期，又是提升精细
化管理水平、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的关
键期。

要助力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这就
要求政府部门在政务服务创新上不断
加码。2020年，望亭镇制定发布《望亭
高质量发展政策汇编》，面向企业晒出
了全镇各条线各部门的服务清单。仅
扶持资金这一项，截至去年底，已累计
发放各类资金3321万元，协助企业对
上申请各类专项资金2219万元。在载
体建设方面，2019年起，渡智加速器、小
树众创、派诺思等载体先后投入运营，
涉企服务更加专业化。

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望亭引来源源
不断的项目资源。过去5年间，望亭举
办或参与了北上广深投资推介会、苏州

相城国际经贸恳谈周等各类活动50余
次，签约项目 80余个，总投资 220亿
元。前不久，在“蓝天梦相 京彩无限”
苏州相城（北京）航空航天产业对接会
上，望亭镇签约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
靠性综合重点实验室华东分部项目、航
天食品级环保材料项目；在“海纳百川
相融相成”苏州相城——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融合发展对接会上，望亭镇与西山
创新设计联合会签约了“吴门望亭”系
列文旅项目，与泛华投资集团签订了产
城融合合作项目。

目前，望亭全镇共有新进产业项目
64 个，其中已投产 14 个、已开工 29
个。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发建设已完成，
贡湖新兴产业园进入全面建设期，占地
107亩的贡湖高端制造和创新研发社区
即将投入使用。

瞄准下一个5年，望亭提出，围绕
“三园”格局，做强产业内涵：依托贡湖
新兴产业园，发展“产业社区”，推动产
业区块化运作、项目精准化落地；依托
智能制造产业园，加快现有项目达产问
效，使之成为全镇经济增长的“助推
器”；依托国际物流园，把握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苏南国际机场扩容的契
机，做实物流产业基础，打造长三角“公
铁水空”综合物流枢纽中心。

打响文化品牌：
勾勒“吴门望亭”文化蓝图，

描绘“北太湖”风景秀篇
西临太湖，东枕运河，独一无二的区

位优势，让望亭成为相城区唯一一个坐
拥太湖和运河资源的乡镇。依托大运
河、太湖两大生态资源，推动文旅有机融
合，是望亭“十四五”发展的题中之意。

“京杭大运河的第一铲土是在望亭
开挖的。”望亭退休老教师许志祥对这
段历史颇有研究。公元前495年，吴王
夫差为与楚国抗衡，下令开凿自苏州望
亭经无锡到达常州奔牛镇的一段运河，
这比开凿邗沟还要早9年。大运河望亭
段距今已有2500多年，是京杭大运河
最早的一段河道。

近几年，望亭镇积极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一方面，在“硬件”上下足功
夫，建成运河公园暨历史文化街区，恢
复了御亭、皇亭碑、驿站、石码头牌楼等
历史遗存，新建了望运阁、文化展示馆，
打造望亭“吴门文化新地标”；另一方

面，在“软件”配套服务上动足脑筋，推
出“稻香小夜曲”文旅夜经济品牌，打造
运河畔的夜市集“望运集”，吸引全国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过去5年间，望亭举办文化旅游节、
丰收文化节、太湖稻城杯设计大赛等活
动200余场，年均接待游客总量300万
余人（次）。“我就住在运河边，建了运河
公园之后，我每天都来逛，热闹得很，还
有不少外地人特意赶来，这在以前可不
敢想。”老望亭人吴纪根感慨地说，“这
几年望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
姓最得实惠。”

作为苏州市“运河十景”规划的重
要内容之一，“吴门望亭”这幅蓝图应如
何勾画？望亭的思路是，用5年时间，构
建“一核、两带、五轴、五区”的文化空间
格局，做美“不入苏州城，尽揽姑苏景”
的第一印象，打造“运河吴门第一镇”

“运河吴门第一驿”“运河吴门第一集”，
纵深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加快改造提升，
构建“吴门中医、吴门文化、吴门美食、吴
门文创”四大核心片区；针对运河沿岸，
加快打造“两岸三段一景观”，建设5公
里运河西岸健身步道；同时，全力推进大
运河文体馆、运河服务区、运河农文旅融
创中心、运河人家等项目建设。

描绘“北太湖”风景秀篇，望亭紧抓
“生态”关键词谋篇落笔。未来5年，望
亭将加快推进北太湖特色田园精品示
范区建设，在已获得“全国五星级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区”“江苏省四星级乡
村旅游区”等荣誉的基础上，全力争创
省级旅游度假区。

具体而言，在发展定位方面，望亭
将依托区内水网支流资源，打造南河港
等特色景观带，同步串联宠物公园、御
田景园等特色点位，构建高端旅游观光
区；在配套服务方面，优化南河港农家
乐主题街区形态质量，高标准推进民宿
区建设，与悦季望湖精品酒店错位互
补；在产业培育方面，大力培育“太湖稻
城”等本土农业品牌，进一步壮大北太
湖特色产业。

回望过去，短短5年，望亭实现了经
济体量由小到大、产业层次由低到高、
科技创新由弱到强的蝶变。未来5年，
腾飞的画卷正次第展开，新老望亭人将
以昂扬向上的激情、奋力担当的气概，
创造更多惊喜。

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凝聚奋进“十四五”的强大动力

望亭：实干担当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从苏州西北角的“边角料”小镇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运河吴门第一镇”，过去5年来，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一刻不停苦干实干，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跃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1.9%，综合实力攀至新高度。

更强的实力，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站在新起点，望亭应如何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大
局大势，谋划下一个五年发展？日前，望亭镇召开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要立足“运河
第一门户、太湖最美一隅、乡村振兴示范、智能制造标杆”总体定位，做大做美做强“一区两带
三园”，系统抓好资源整合、功能聚合、产城融合，推动全镇在“十四五”征程中跑出加速度、迈
上新台阶，奋力打造“经济繁荣、功能完善、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长三角一二三
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示范区。

江苏与浙江交界处，太湖之畔，有一
座江南小镇——震泽，春秋时期就是吴
越争霸时的关键地理节点，2000多年
来，从这座古镇走出的名人指不胜屈，留
存至今的古迹和建筑随处皆是，目前该
镇拥有66个各级文保和文控单位，其中
师俭堂和慈云塔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在历史上就
是闻名遐迩的丝绸重镇、鱼米之乡，渔
樵蚕桑，夕阳箫鼓，多少文人墨客留下
过吟咏佳作。如今，震泽古镇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中国蚕丝被之乡，在工业
经济强劲发展的同时，河湖依旧，桑柘
遍地，古镇正焕发新一轮生机，完美融
入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全镇变身文脉悠
长的“新江南客厅”——

古镇+乡村，
书写文旅新篇章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震泽的闻
名于世，与一个“古”字密切相关，这里
有高耸入云的千年古塔慈云塔，有长虹
卧波的古桥禹迹桥，有重院深深的古宅
师俭堂和懋德堂，有青石铺就的幽深古
街……这里的人们历来重视文化，代代
弦歌不绝，著名的震泽中学是这座古镇
的文脉之一。

古代的震泽，河汊遍地，水系发达，
村庄之间由各类桥梁沟通，古镇边上的
頔塘河是大运河的支流，逶迤流经震
泽，震泽便成了有名的丝码头，水是震
泽古镇的灵魂和血液。曾几何时，因为
建设需要，震泽古镇的河流被填埋了不
少。从去年开始，震泽人开始一项规模

浩大的工程：重新恢复以前填埋的河
道，贯通水系，让水乡古镇重现绿水环
绕的景致，串起散布震泽的各个景点。

围绕打造“新鱼米之乡”和“新江南
客厅”，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有着充满诗
意的描述：从时间上，震泽要串起昨天、
今天和明天。“昨天”就是震泽古镇绵延
千年的水乡文明、蚕桑文明；“今天”就是
在工业文明时代，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
时代，承继古镇文明，下大力气恢复古镇
水系，保护好古镇古迹，修复散落四处的
古建筑、古桥梁；而“明天”，则要将震泽
打造成一座精致、古雅、充满水乡韵味又
洋溢现代文明的“新江南客厅”。“一句
话，水乡文化、丝绸文化、运河文化、古镇
文化、稻米文化等叠加起来，才是有震泽
特色的江南文化。”

在顾全看来，震泽古镇是一个整
体，由“古镇区+农村”双璧组成，二者不
可分离。古镇区的魅力在于运河文化、
丝绸文化和水乡文化，历史悠久的古村
落则主要体现水乡的稻米文化，无论镇
区还是乡村，都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
共同构成良好的文旅基础。游客游完
古镇区，可以领略乡村“蚕桑+稻米”的
田园风光，那里有千亩桑园、万亩稻
田，有苏式风格浓郁的建筑，有代代相
传的历史故事，有各具风格的民宿和
农家乐，有烟波浩渺的长漾风景区，有
绿意盎然鹭鸟齐集的省级湿地公园；
这里处处粉墙黛瓦，清晨薄雾笼罩、鸡
犬相闻，傍晚落日熔金、炊烟袅袅，是
一个能游、能购、能吃、能住，宜居、宜
业，洁净、宁静、有意境的新时代江南水

乡。“这样的新江南，才能让居者惬意、
让游者体会到诗意。”

安谧宁静，
勾绘一幅水墨画

如今，震泽的乡村确实像一幅水墨
画。

金星村毕家桥自然村进村道路两
旁，是高大挺拔的水杉树，这里被称为

“水杉大道”；进村可见，粉墙黛瓦的苏式
农宅高低错落，一条古色古香的长廊，是
村民聚在一起说话的地方；桥边整修得
干干净净的一排平房，是党建小院，村干
部和老党员每天在这里值班；柏油马路
上一尘不染。震泽镇湿地文旅公司负责
人、金星村党总支书记钱志敏说，安谧宁

静是乡村的底色，现在，震泽的乡村已在
这种底色之上，绘出像桃花源一样的美
景，这些村庄成为很多人的梦中家乡。

这么美好宁静的乡村，吸引了外来
投资者。国内民宿品牌企业“途远”在毕
家桥自然村南首用装配式建筑建起一家
叫“途远丝享家”的民宿，每栋装配式建
筑外形像一节车厢，共有34个床位；民
宿前面是一片水稻田，东面则是拥有
500亩水面的周生荡。民宿负责人张正
阳说，平时民宿的入住率就很高，一到节
假日，更是一床难求。“我们看中的是这
里宁静整洁的乡村环境，消费者看中的，
也是田园牧歌式的当代农村。”

来自上海的建筑师张文轩已在震
泽镇众安桥村谢家路自然村“安营扎
寨”，他向震泽湿地旅游公司租用一栋
楼，然后以建筑师的独特眼光加以设
计，取名叫“五亩田”，竹篱茅舍后，藏着
一栋既有苏式建筑特色又不乏现代建
筑元素的精致民宿。民宿南面，是一片
蓊蓊郁郁的树林，以及蓬勃生长着的玉
米、黄瓜；紧挨着民宿的，是一片水稻
田，正是播种季节，水田上空白鹭翻飞，
恰恰是王维笔下“漠漠水田飞白鹭，阴
阴夏木啭黄鹂”的田园景象。张文轩
说，民宿营业半年多来，已口口相传，客
源有上海的、有苏州的，入住率之高，出
人意料。“春节时上海来了3户人家，包
下了民宿，一直住到初五才离开。”张文
轩说，震泽的农村配套齐全，又有完整
的江村风貌特色，安闲宁静，契合城市
人休闲度假的需求。

钱志敏介绍，震泽镇靠近长漾湿地，
环长漾湿地文旅有统一的规划：众安桥

村燕花庄自然村正在打造艺术家之村，
这里已经入驻了多家品牌民宿，很多艺
术家已经或准备入驻，该村的自然教育
中心和蚕桑学堂已建成开放；齐心村主
打运动板块，专注于休闲体育，正在建体
育馆，还准备发展飞行项目和卡丁车项
目；蚕桑园则是一二三产融合的文旅项
目经典，体现丝绸小镇特色的互动项目
有很多，去年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环
长漾的稻米香径已经建设完毕，正在规
划建步行绿道。“环境好了，设施配套齐
全了，农村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生产生
活的居所变成旅游目的地。”钱志敏说。

留住游客，
轻吟一首田园诗

“以前，震泽旅游存在一个问题：游
客往往是‘一日游’，留不下来。”震泽镇
副镇长杜宇亮坦承，这一方面因为镇区
和乡村的景点没有穿点成线，另一方面
是接待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现在就不一
样了，这些短板正在迅速被补上，最显著
的表现是住宿的承载量快速上升。”

国内高端民宿连锁品牌“西坡”不
久前在震泽开店，与之前已经营业的

“水岸寒舍”一起，成为震泽古镇的高端
民宿“双子星”，与谢家路、毕家桥等村
的乡村民宿遥相呼应；一家由震泽本地
企业投资的五星级酒店正在建设中，明
年5月即可投入营运，届时震泽的游客
接待能力将大大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震泽本土的餐饮业随
着文旅产业的发展而强劲增长。谢家路
自然村的“苏小花”开业两年来，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餐饮店，这家主打西式

饮食的餐厅，以室内花草茂盛、室外盆栽
环绕、绿树掩映而受到年轻人青睐。投
资这家餐厅的企业又在谢家路自然村利
用废旧厂房开办了一家很具规模的中餐
餐厅——初莲，开业以来生意火爆，消费
者来自省内外。企业负责人谭桂芳说，
还有第三期第四期项目呢，“第三期项目
是打造不一样的饮食，让美食留住游
客。”她说，这期项目叫“漫幸福”，有开放
式的精品厨房和客厅，让消费者自己采
摘自己烹调，并把周边的旧厂房改造成
民宿，让游客像回家一样在这里生活，这
样就能留住客人。第四期项目是拓展性
的，包括房车营地、林间树屋等，充分利
用震泽农村成片的林子和水面。“现在震
泽的民宿和餐饮已经名声在外了。”谭桂
芳说，她建了几个微信群，进群的都是游
客，目前成员已达3000多了，“他们在群
里说，震泽的美食迷人，震泽的民宿精
致，震泽古镇和乡村有韵味，是个来了又
想来的地方。”

震泽镇旅游公司负责人吴小英说，
震泽古镇的“根”在乡村，展现蚕桑文
化、稻米文化，古镇和乡村文旅融合无
间，才能体现震泽的文旅价值。“现在，
无论是丝绸企业、餐饮单位、乡村民宿，
还是蚕桑文化园、水乡古村，每个点都
在以旅游目的地标准精心打造。”她说，
将文化、本地产业与旅游融合在一起
后，旅游反过来又赋能产业，这样就能
实现良性循环，“新鱼米之乡”“新江南
客厅”的美誉度将越来越高。

策划 庾康 劳晓飞
撰稿 朱新法 赵凯斐
摄影 赵亚玲

震泽：重塑文脉悠长的“新江南客厅”

震泽古镇风景优美，古桥古镇相映成趣。

游客在区震泽镇众安桥村谢家路一处餐吧休闲。太湖雪桑田以及现代化养蚕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