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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 15 周年
——

楼晋瑜 / 摄

■ 华东周刊特约撰稿人 许益飞 方亮 / 文

备了发展
“文旅+”
的强大底气。
刚刚过去的 7 月 30 日，地处湘湖的杭
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州开元森泊度假乐园传来好消息：今年总营
平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收已累计超过 1 亿。尽管受到长达 2-3 个月
当时，
萧山启动实施湘湖综合保护与开发工 的疫情影响，但森泊的营收破亿较去年仅推
程不足两年，曾经砖瓦厂遍地的萧山城西正 迟了 4 天！
在为找回
“绿水青山”
、重建母亲湖付出艰苦
这是一个让旅游业倍感振奋的消息，也
卓绝的努力。
是湘湖文旅市场疫情之后快速回温的缩影。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于 2005 年、
这背后，
是湘湖文旅企业为求生存付出
2006 年两次赴湘湖考察指导工作，对湘湖 的巨大努力，离不开湘湖管委会率先面向全
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充分认可，并对湘湖未来 国游客发放千万级消费券、成立“湘湖旅游
的发展寄予厚望。
联盟”开展合力营销、积极策划“趣湘湖”系
在湘湖，有两座明星小岛，分别叫做压 列活动的一系列组合拳，但底层逻辑，还是
乌山和定山。两座以
“山”
命名的小岛，前者 因为湘湖的区位优势、文旅价值正日益凸
目前正在建设湘湖的“重要窗口”——
—世界 显，
越来越得到旅游市场的认可和看好。
旅游博物馆，后者拥有另一个响当当的名
这还是一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绿水
字——
—院士岛。
青山”
。
在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
8000 年前的跨湖桥文化揭开了浙江文
委会主任俞晖看来，这两座美妙的小岛，分 明的序幕；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交通工具——
—
别代表了湘湖发展的两大引擎——
—
“文旅+” 距今 8000 年的独木舟，如今躺在湖面以下
和“创新+”
。
6 米深的展厅，等待我们去破解许多的未解
之谜；2500 年前，这里是吴越争霸的古战
场、勾践卧薪尝胆操练水兵的所在地，那些
银
“绿水青山”
的
“文旅 +”
中国不缺美丽的湖泊，但作为西湖姊妹 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来
源之一，至今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这里还
湖，湘湖自有她独特的魅力。
“浙东唐诗之路”
“钱塘江诗路”
“大运河诗
位处长三角这一经济发达区域，地处杭 是
州城南之腹地，倚钱塘江而与西湖遥相对 路”三条诗路的汇集地，是唐朝著名诗人贺
望，萧山国际机场近在咫尺，杭州东、杭州南 知章深情吟诵的故乡，是陶行知指导创办湘
两大火车站点环伺左右，
不断完善中的地铁 湖师范开展乡村改造的实践地……
新的时代，还在赋予湘湖新的文化内
线路和快速交通要道，特殊的区位优势，不
涵。
断增强的城市能级，加上“一湖碧水、两岸青
2020 年 6 月 2 日，浙江省油画院签约
山”的生态底色，湘湖的“稀缺性”正被越来
落户湘湖，这是省级文化机构首次跨过钱塘
越多的人看到。
在杭州主城区以外的区域落子布局。中
这是一片与杭州城市共生长的
“绿水青 江，
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激动地
山”。
而早在 2015 年，湘湖就已摘得首批国 表示，从此湘湖就是浙江油画的家，省油画
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桂冠。这意味着，这还是 院将打造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艺术空间，
一片被“认证”过的高品质的“绿水青山”，具 与湘湖美美与共。

7 月 1 日，承载着“还湖 于民、还景 于
民”初心的 8 个“湘湖驿”正式向公众开放。
虽然是党群服务驿站，
但在这里你看不到一
句生硬的宣传标语，她们有机分布在景区
内，
每一个面积都不大，
却都拥有无敌美景，
向公众免费开放，并标配了休闲便民、旅游
咨询、党群活动、
志愿服务等四大类 28 项服
务，
成为湘湖边一个个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
润空间。
同样是 7 月，
在杭州文化人心中颇有地
位的晓风书屋来到湘湖，在城山广场一侧开
出了一家“先生们的茶书馆”
。在晓风创始人
朱钰芳女士的心中，这片美景值得晓风全身
心投入，晓风将倾力打造湘湖的又一处人文
码头，让晓风湘湖店走进很多萧山的“读书
人”
，走出翩翩“先生们”。
如今，湘湖还在努力打造夜经济市场，
大型水景演绎秀“王的盛宴”正式开演，夜
市、
露天电影、
“虾客行”派对等一一登场，湘
湖的夏夜被“湘湖八夜”系列活动重新定义。
正在改造中的少儿公园、与名人后代共建的
高帆摄影艺术馆、
由港中旅负责整体运营的
陈家埠水街等多个文化或旅游项目，也将陆
续向公众一一开放，他们将与极地海洋公
园、
开元森泊、
杭州乐园、湘湖慢生活街等现
有的网红景点一起，共同构成湘湖丰富多彩
的文旅板块……
以一湖碧水为生态底色，湘湖的“文
旅+”正走出越来越稳健的步伐。

银
“绿水青山”
的
“创新 +”

在杭州用百度导航，如果输入“院士岛”
三字，导航会迅速将湘湖定山岛的位置指示
给你。
2018 年 7 月，秉承“最美的风景要留给
最美好的未来”之理念，湘湖选择定山岛开
启院士岛的建设。2019 年 6 月，
院士岛成功
入围
“浙江院士之家”首批试点单位。

截至今日，湘湖院士岛已成功签约 14
位院士。
院士们的到来，带来了科创资源、人才
资源的快速积聚，华钻新材料项目等 16 个
院士引入项目带给萧山更多的高科技选项，
西湖大学等重要创新平台也把目光投向了
湘湖。目前，
院士岛正在积极策划全球顶尖
数学家大会。
作为萧山破题高精尖缺人才短板的美
丽新试验，
院士岛表现出了卓越的创新策源
能力，其对湘湖、萧山乃至杭州的产业赋能
效力正逐渐显现。这让湘湖管委会的一把手
俞晖感到十分振奋。在他的憧憬中，湘湖不
仅要以风景和文旅业立足，更要因科创闻
名，湘湖要实践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必须要有产业的突破，而人才和创
新要素的积聚正决定了一个区域的未来，
“创新+”是湘湖的必然选择。
而院士岛的创新，
不仅仅是产业或招引
人才模式的创新。今后的院士岛上，还会给
艺术家留出足够的空间，让科技与艺术在这
里融合，
让院士工作站、艺术家工作室、技术
转化平台、艺术空间、文化会客厅等在这里
共生共长、
互相启发、相互促进，形成跨界融
合的更具实验性的发展生态。
除了院士岛，湘湖未来智造小镇也带给
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安世亚太增材科技总部从北京迁来，落
地湘湖刚刚 5 个月，近百名员工已到岗，其
中研发人员过半。在过渡办公场所紫橙国
际，该公司的员工向记者介绍了一款微型涡
喷发动机。这款产品适用于航空航天领域，
采用 3D 打印制造后，零件由 93 个减少到
13 个，
重量也大大降低。在湘湖未来智造小
镇，80 亩的安世亚太增材科技总部及生产
基地一期即将开建，安世亚太正加速布局
3D 打印生态群，并会将更多的孵化项目放
在杭州。

与安世亚太项目一路之隔的，是紫光集
团投资的紫光恒越项目，该项目融合了工业
4.0、5G 等先进技术，明年年初启用，立志于
打造中国工业 4.0 工厂的标杆。同时，萧山
区还将与紫光集团在新基础设施制造、人工
智能前沿科技研究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其
中包括总投资 30 亿元的新型基础设施智造
项目和投资 10 亿元的 AI 研究院项目。
湘湖未来智造小镇，地处闻堰街道。这
里曾经是中国五金之乡，而智造小镇的前身
则是五金工业园区。
“五金园区最辉煌的时
刻，其一年工业销售值有六七十亿元，但紫
光恒越明年启用后，仅仅 58 亩的产业用地，
预计一年的销售就能突破 100 亿元。”湘湖
管委会副主任余刚介绍道。
这就是未来产业的澎湃力量。而未来智
造小镇的建设也将充满未来感，不再是过去
传统工业园区的“建制”，更突出生产、生态、
生活“三生融合”
。就在前几日，湘湖管委会
召集小镇企业开了一次座谈会，主题是“共
享”。俞晖向大家描述未来产业社区的特征：
“整个小镇没有围墙，绿地等公共空间全部
共享，地下空间也全部打通……”
从景区到旅游度假区，到院士岛，再到
未来智造小镇，
湘湖正不断拓宽“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
转换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才留
在了湘湖，让更多的项目在湘湖生长出来。
湘湖的未来，也因此充满了无限可能。
十多年的时间，萧山倾全区之力，以文
化为根、
生态为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
从圆一个绿水青山的“湘湖梦”出
发，逐渐走上“湖、城、人、产”融合发展的创
新之路。如今，
一个
“山水相依、湖城合璧”的
未来城市实践区已呼之欲出。
今年 6 月，在新时代美丽杭州建设推进
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表示，
“要
启动建设湘湖和三江汇流未来城市实践区，
努力唱好
‘西湘记’
，打造最江南、最艺术、最
科技、最国际的传世力作，做到横空出世、闪
亮登场。”
这是非常高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要
求。幸运的是，
这与湘湖以两座小岛为代表
的发展谋划及实践不谋而合，这也让湘湖的
守护和建设者们更坚定了信心……

银写在后面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城市
实践】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
理念的指引下，
湘湖独特韵味的
“绿水青山”
，
正在持续富养着海纳百川的
“金山银山”
。
从萧山人的大公园到杭州首个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再到院士岛、未来智造小镇、未
来城市实践区，湘湖正在高质量打通“绿水
青山”迈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以一流
环境吸引一流人才，
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奠
定基础、积蓄力量。
有别于安吉、淳安等相对偏远地区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湘湖
及其所在的三江汇流区是杭州城市发展的
重要腹地，
其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城市实践样本，带
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城市
实践，意味着土地更金贵，意味着产业要更
符合未来城市的要求，
意味着“三生融合”需
要实施得更精准，也意味着有许多新的课题
需要破解。从这一点来说，
“湖城一体”的新
湘湖任重道远，还需要更多更深的思考......

疫情下开元新接盘酒店三月便盈利，
年轻品牌放光彩
■ 蔡

仪/文

有什么奥秘？

元酒店管理公司接手后，考虑到酒店位于萧
山区与滨江区交界处，本土气息浓厚，于是
对于服务型行业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
◎重新定位，
服务年轻商务出行者
推出了更加尊重本地人口味的创新杭帮菜，
百姓的口碑。近几个月来，位于杭州市萧山
酒店临近博奥路地铁站，地理位置优 用优良的食材搭配本地原材料，让客人可以
区金城路 107 号的杭州博奥开元名都酒店， 越，驱车约 10 分钟以内便可到达被誉为西 品尝到杭帮菜的独特滋味。
在大众点评、携程、去哪儿旅行等平台上的 湖“姊妹湖”的湘湖风景区，前往西湖、六和
酒店设有以杭帮菜为主的中式餐厅、中
网络点评分有较大幅度提升，评分超过同城 塔、
灵隐寺等景点也非常便捷。
西合璧的厨艺西餐厅和文艺休闲酒吧，餐厅
93豫的连锁品牌，8 月更是连续满房。
杭州博奥开元名都酒店总经理金杭甬 厨师精选上好食材烹饪地道美味，用心制作
“酒店的服务非常周到，尤其是入住时， 在接受杭商传媒采访时表示，
“ 今年 1 月底 满足宾客味蕾的饕餮盛宴。
知道携带了孩子，马上给了孩子一套洗漱用 接手酒店后，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对酒店进
白鲞蒸进化土鸡，是酒店中餐厅的代表
品，房间里还有给孩子准备的一次性拖鞋。 行了重新定位：
将其打造成年轻化的商旅型 菜之一，4 个月大的土鸡肉质肥美，鸡油、脂
这双小拖鞋之后也被我们放在自家车里，坐 酒店”。酒店在商务风中融入年轻活力与时 肪恰到好处，白鲞的鲜咸滋味深入鸡肉的丝
安全椅的时候可以换。酒店环境舒适，服务 尚，推出了泳池派对、草坪瑜伽、明星进厨 丝缝隙，使得土鸡的口感层次更为丰富，绝
热情，
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
类似的评价在 房、网红下午茶、招牌西餐等一系列符合年 佳滋味才下舌尖，又上心尖。
大众点评等平台上不胜枚举。
轻人定位的项目，
让年轻人可在喧闹的尘世
餐饮本地化一直是开元集团的特色，为
《道德经》有云：
“治大国，若烹小鲜。”其 中觅得一处栖息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闲。
了吸引更多周边客人来酒店就餐，酒店采取
实，不仅治理国家需要智慧，管理酒店也同
为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需求，酒店在餐 多渠道推广的策略，线上线下联动宣传——
—
样如此。杭州博奥开元名都酒店的前身，是 饮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吸引年轻人前来打 线上推送广告并抢抓直播风口，7 月初，酒
一家由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管理的高星 卡。例如，面包的制作工艺换成了日本教父 店与携程旅行合作，推出“BOSS 直播”，效果
级酒店，2018 年开业。2020 年 2 月 1 日正式 级别的鲁邦发酵工艺，面包更加松软湿润， 喜人：
酒店套餐售出 1300 多套，销售额突破
翻牌，
由开元酒店管理公司运营管理。酒店 口感更好，原料也都走国际范。
77 万元；线下，则在酒店周边的两大街道、
翻牌不久，
便遇上疫情，但短短三个月后，
酒
五大社区张贴海报，吸引新老客人到店消
店不仅实现了转亏为盈，入住率更是屡创新
◎多渠道推广，
走差异化中餐之路
费，婚宴、满月酒、生日宴、乔迁宴等订单接
高，截至发稿，
8 月出租率突破 85豫。这究竟
此前，酒店的餐饮主打粤菜和西餐，开 踵而至。

荫杭州博奥开元名都酒店

◎洞察客人需求，提供一流服务品质
如何精准地洞察客人需求，在细微处为
客人解忧，金杭甬向笔者分享了一个案例：
“暑假期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
酒店入住，
小朋友在大堂里等班车时经常跑
来跑去，我们关注到这个情况后，就让服务
员拿出酒店自制的曲奇饼干给小朋友们分
享。这看似一小小举措，却大大增加了酒店
的亲和力，让人暖心，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
们的欢迎。”
有时，客人早上行程匆忙，来不及吃早
餐，酒店则提供早餐打包服务，让客人可以
在路上享用。这样的例子在酒店里不一而
足。金杭甬告诉笔者：
“考虑到差旅客人晾晒

衣服不便，酒店还专门针对这一人群提供了
贴心的全套洗衣、烘干服务。”
酒店配备独立
运营的洗衣房及全套洗衣设备，为下榻酒店
的宾客提供专业的洗衣服务。客人早上只需
把衣物放进洗衣袋，晚上回到酒店就可以拿
到洗净、烘干的衣物。
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在接受笔
者采访时强调，一直以来，开元集团秉承“为
宾客创造美好、为业主创造价值、引领行业
进步”的使命，致力于提供“人性、关爱为特
质的开元式美好生活”
，开元集团的目标是
让顾客“诗意地栖居”
。
（供图 / 博奥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