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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迈向交通综合枢纽城市机遇

熔喷布“退烧”
投机者始忏悔

——
—访常熟市委书记周勤第
■本报记者 于量

通沪铁路沿线访谈

熔喷布终于彻底“退烧”。
作为口罩的核心原料，疫情前每吨价格约 2 万元
左右的熔喷布，最高一度被炒至 65 万元，引来众多投
机者。如今，口罩供应基本恢复正常，“行情”过后，一地
鸡毛。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血本无归。在江苏小
城靖江，记者多方联系，找到了三名做熔喷布的老板，
过去几个月他们的故事有点魔幻带点荒诞。

■本报记者 孔令君
通沪铁路通车在即，高铁将由北向南
途经南通、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常熟虽然
“夹在中间”，但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比如
常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姑苏城
齐名；还比如常熟是长三角极少的“湖山
城一体”的城市，尚湖相传是姜太公垂钓
隐居之地，虞山有翁同龢的故居和瞿氏铁
琴铜剑楼。山水相连进入古城，在这一点
上， 常熟堪与杭州媲美。 借高铁之势，人
流、物流、信息流快速集聚，常熟也将迎来
城市发展的转折点。 如何把握高铁之机？
常熟市委书记周勤第有自己的思考。
记者：常熟人喜欢说“常来常熟”，高铁
通了，未来可能“说来常熟就来常熟”了？
周勤第：近几年，常熟抢抓发展风口，
呈现出了比较好的发展态势。通沪高铁的
开通， 必将会为常熟的发展开辟新路。我
们将持续提升城市交通能级，加快南沿江
和通苏嘉甬等铁路建设， 推进 G524 等道
路快速化改造，努力从交通节点城市向综
合枢纽城市跨越。常熟未来将实现“两个
一小时、四个半小时”，即从常熟到杭州、
南京都是 1 小时， 从常熟到苏州市区、上
海虹桥、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和常熟各个乡
镇都是半小时。
这些优势与利好， 一方面是显性的，
经济要素流动与集聚加速，将促进常熟文
化、体育、旅游等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
隐性的，高铁能促进产业布局调整和资源
整合，实现区域间人才、信息等要素快速
流动，使资源配置结构、效率和效益明显
提高，使常熟最大限度承接上海等长三角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
记者：常熟有好几家高星级酒店正在
建设中，未来常熟对长三角人的吸引力肯
定更强？
周勤第：高铁对于常熟而言，将会是一
个“放大镜”，会将常熟这座城市的各项优
势进一步放大，更具吸引力。常熟将进一步
发挥自身优势，把自身的长处做得更长、强
处做得更强，让高铁为常熟的发展赋能。我
们将持续抓好基础环境建设， 在土地资源
整合方面，去年盘活1.2万亩，接近前三年
总和，标准厂房的供应量列苏州第一；我们
将持续提升城市载体能级， 以国际化视野

喝上了绍兴水
宁波人解渴了

“收骨头 ”了 ，还是不淡定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南隅的沙家浜风景区。
推进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康桥国际学校、琴湖
国际医院、 希尔顿精品酒店等优质服务资源
的落地建设； 我们将持续优化人才引进和培
育的生态， 探索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1000
套公寓、1000个公办学位，开辟高端人才就医
绿色通道， 让更多的人才选择常熟作为创业
舞台。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企业获得
感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完善协
调机制，全力打造“最舒心”的营商环境品牌。
记者：高铁放大区位优势，对常熟的产
业发展也是利好？
周勤第：近年来，常熟依托紧邻上海、背
靠苏锡常的区位优势，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
尤其是常熟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拥有
捷豹路虎、观致“两台整车”，聚集 360 多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常熟丰田汽车研发中心是
丰田全球研发体系中最大规模基地。常熟装
备制造产业发展也不错，拥有生产高端成套
设备的先进技术，常熟开关产品广泛应用于
高铁、飞机等尖端领域，中交天和生产了亚
洲最大的盾构机，达涅利为全球金属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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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个性化设备解决方案，亨通海工为全
球 50 多个国家交付超过 1 万公里的国际海
底光缆。 常熟也是长三角知名的服装城，常
熟服装城年交易额超 1600 亿元， 龙头企业
波司登是中国羽绒服第一品牌。
此外，人工智能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和数字经济，是常熟发展的新亮点。比如常
熟的氢燃料电池产业，以丰田研发、重塑科技
等为龙头，大力发展氢燃料电池产业，广泛应
用于车辆、船舶动力系统，引领全球新能源产
业革命。还比如，常熟正以华为工业云平台，
积极开展大数据云计算应用， 中国生鲜电商
龙头企业每日优鲜在常熟建立总部。
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常熟将总面积 3.2
平方公里的城铁片区规划为数字科技新城，
定位为数字产业集聚区和数字生活样板区。
—数字科技新
其中， 基础设施类重点项目——
城小型示范数据中心项目已进入挂牌阶段。
记者：高铁给常熟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空
间，常熟如何进一步融入长三角？
周勤第：近两年，常熟抢抓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机遇，深化与上海园区的合作，探索
“一区多园”“飞地开发”等运营模式，打造了
若干个与上海合作的“区中园、园中园”。
未来，我们希望在上海、杭州等头雁效应
带动下，依托高铁优势，在资源要素上有效承
接、在基础设施上联动互补、在体制机制上先
行探索，有效发挥“侧翼功能”。我们将积极对
接上海，成为区域性的制造业高地。我们正研
究实施对接融入上海五年工程， 寻找与上海
产业的契合点， 主动承接上海的产业溢出效
应。学习借鉴上海张江等先进地区，力争成为
区域联动发展的先行军。 我们将积极对接杭
州，成为区域性的服务业高地。不断加强与杭
州在重点服务业方面的联系， 重点在会展经
济、文旅产业、健康产业、信息产业等加强沟
通协作。我们将积极融入苏州主城区，成为苏
州国际化大都市功能的首溢之地。 推动与苏
州规划战略的全面对接， 加强与苏州城市总
体规划的衔接， 加强城镇形态研究和规划设
计，积极谋划南部片区能级提升，使常熟与苏
州主城融合得更加紧密。

造出 “99 布 ”，销路没了

示范区建设进入密集施工期，村与村的联系也愈发紧密

12位村书记碰头，讨论了啥

■见习记者 朱凌君 通讯员 梁凌凌
19日上午， 钦寸水库新昌－宁波通水
仪式在绍兴新昌县举行。随着钦寸水库开
闸供水、宁波西线管网开阀通水、宁波桃
源水厂开阀进水，新昌的优质水就开始源
源不断进入宁波。钦寸水库平均每年可向
宁波供水 1.26 亿立方米，满足宁波中心区
市民约 20%的用水需求，还可为宁波向舟
山供水创造条件。
宁波人喝上绍兴水，不容易。有些人
可能不知道，宁波看似水资源充沛，实则
有缺水之忧。水总量多、人均少，宁波人均
水资源量不足 1000 立方米， 相当于全国
人均水平的一半。长期快速发展，水污染
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水用不上。为解决
浙东地区人均水资源缺乏问题，同时改变
曹娥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状况，浙江省曾
先后编制了《曹娥江流域综合规划》《浙东
地区水资源节约保护配置专题报告》《浙
江省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等
规划和报告，其中就包括兴建钦寸水库。
2010 年 10 月， 钦寸水库正式开工建
设，是新昌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基础设施工
程。水库总库容 2.44 亿立方米，总库容为
绍兴市、宁波市之最。工程由新昌县和宁
波市按 51 49 的投资比例合作建设，工程
建设实际总投资约 70 亿元。
在通水仪式的现场，有一些村民挺惹
眼，风尘仆仆又神情激动。胡方君就是其
中之一，他的老家是胡卜村，因水库建设
已经淹没在水底，他跟家人则外迁至宁波
沃洲镇聚东新村的安置点生活。得知今天
钦寸水库将正式向宁波供水，他提前一个
多小时就冒雨来到钦寸水库大坝等候。和
他一起到现场的，还有作为“娘家人”的外
迁至各个安置点的移民代表，“我们都想
来看看，建好的水库是什么样子的，新昌
水又是怎么到宁波的。”
近年来，不少新昌人说起宁波都更显
亲昵。这些年，由于钦寸水库建设，这里成
了宁波的“新水缸”。新昌绝大多数钦寸水
库移民都安置到了宁波， 成了 “新宁波
人”。 当地人已细心地把已淹村庄中的历
史文脉、古物件等都搬了上来，并在水库
附近打造旅游度假村，未来将成为宁波人
的“后花园”。
跨区域水库供水故事的背后，是
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

■本报记者 陈抒怡
“村民们说，现在我们村就是城里的
高档别墅区了， 年轻人带着孩子回家过周
末越来越多。” 在 6 月 22 日下午吴江区委
组织部举办的“新时代美美江村新接力”长
三角村书记讲坛上， 青浦区莲湖村党总支
书记周红萍说起村里的变化，颇为自豪。
本场长三角村书记讲坛邀请上海青
浦区、江苏吴江区、浙江嘉善县 12 位村书
记代表，分别围绕党建引领谈发展、治理
有效说和谐、生态宜居论福祉、乡风文明
话传承四个乡村振兴话题，现场开展互动
研讨交流。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位于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生态绿色是一体化示
范区的鲜明底色。《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指出， 到 2025
年， 先行启动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生态友好型产业创新发展、人与自然和谐
宜居等方面的显示度要明显提升。
“如果不亲身经历这些年的发展，我
肯定认不出我们村现在的样子。” 周红萍
从“变废为美”这个词开始，滔滔不绝谈起
莲湖村的变化，莲湖村内，原本废旧的老
村部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变成了为民服务
中心，这里已经承接了包括长三角集体婚
礼等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同时，村里的老
房子焕然一新，双桥廊檐搭起来了，错综
交错的电线杆子不见了，村里的管线入地
了，特别是全新打造的千亩莲塘，让莲湖
村名副其实。
“原来郊野公园环境好，我们都说莲
湖村是郊野公园里的村庄。现在我们可以
说，郊野公园是莲湖村里面的公园了。”周
红萍的这句话说得颇有底气。
青浦区莲湖村紧靠淀山湖，是青西郊
野公园内唯一一个行政村， 地理环境优
越，周红萍说话有底气情有可原。不过，说
话有底气的并非只有她一位。“穿过村标，
沿着宽阔平整的水杉道一路往里，上千亩
连片的水稻田蔚为壮观。穿过村部，继续
往北，眼前豁然开朗，仿佛进入陶渊明笔
下的‘世外桃源’。”吴江区齐心村党委书
记朱建芳的这一段优美的开场白令人印

一名行人走过浙江嘉善祥符荡创新中心的标牌。
象深刻，如此优美的景色，就出现在她每天
上班的必经之路齐心路上。 在朱建芳眼中，
道路边一幢幢白墙黛瓦的苏式民宅枕河而
居，小河连着长漾，河水清澈见底。不远处，
漂亮的村民文体公园，广场、戏台、长廊、凉
亭，满足不同村民的兴趣爱好。
莲湖村和齐心村的改变，其实是长三角
乡村变化的一个缩影， 除了改变村容村貌，
要留住乡愁，还需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中
的优秀内核。这一点，也成了 12 位村书记代
表的共识。
吴江区开弦弓村常被人叫“江村”，是费
孝通老先生《江村经济》一书的发源地。据开
弦弓村党委书记沈斌介绍，2018 年， 开弦弓
村成立吴江区首个村级乡贤议事会，聘请本
土乡贤参与村务管理， 发挥乡贤在产业发
展、资源共享、社情民意、参事议事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尝试基层治理新途径。青浦区叙
中村党支部书记石玉珍提到村里正在探索
的“客堂间+乡风文明”的深度融合。村干部
与百姓坐一条板凳，通过零距离倾听群众呼
声，解决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客
堂间”的基础上，村里还在建立“客堂间睦邻
点”和“妇女微家”，通过开展各类党群活动，
提高村民参与度，促进乡风文明。

4 月末，记者就知道楚锋在做熔喷布。然而起初他
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一来是自知做的事情属于“灰色
地带”；二来是彼时他正醉心“技术攻关”，期待着两台
熔喷布机能让自己狠赚一笔。
如今，楚锋终于愿意坐下来和记者聊聊，并且还
带上了自己的合作伙伴林志勇和王国平。原因倒也简
单：折腾了 2 个月，投资近 70 万元，他们的熔喷布最
终连 1 斤都没卖出去。
楚锋原本在靖江经营着一家小型工厂，主要生产
各类水泵。厂子规模虽小，一年的利润也近百万元。此
番和人合伙入局熔喷布，他是牵头人。最终他赔了 20
多万元：“后悔是肯定后悔的，但是后悔又有啥用呢？”
和几乎所有的投机客一样，楚锋他们对于熔喷布
起初一无所知。4 月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几名扬中
生意人，当时的扬中，熔喷布生产已经过热。4 月 15 日
扬中踩下急刹车，全面叫停当地所有熔喷布生产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扬中来人，先找到了王国平。王国平也
是开厂的，对方提出希望租用他的厂房，安放熔喷布
生产设备，每台机器日租金 1500 元，并且自行承担电
费。虽然条件颇为诱人，但是在了解了对方做的是什
么买卖后，王国平考虑再三没有答应：“当时已经听说
扬中要开始‘收骨头’了，我不想惹麻烦。”
王国平犹豫之时，靖江已经有人先一步造起了熔
喷布，有人 3 月份弄来了熔喷布机开始生产，短短 20
天净赚 150 万元。听说身边朋友的这件事后，楚锋当
场不淡定了：“当时我就在想，这钱也太好赚了。我没
道理放着这个钱不赚吧？”
楚锋找到了多年的生意伙伴林志勇，两人一拍即
合，决定马上投钱，去搞两台熔喷布机。然后，他们也
找到了王国平，希望王国平能入伙。
拉王国平入伙，楚锋坦言有自己的小算盘。当时
“行情”虽在，但风声已紧，楚锋要为这买卖找一个相
对安全的场地：“我和林老板的厂子都小，每天电费没
几个钱。熔喷布机器一进来，24 小时运转，一天电费就
好几千元，到时候工商部门肯定查上门。”
没被 1500 元的日租金打动的王国平， 这一回心
动了。王国平说：“现在想想，就是两个字，贪婪。”
“贪婪谈不上吧，你这个叫‘逐利’。”记者试图说
几句客气话，没想到王国平态度坚决：“不对，就是贪
婪。要不是因为贪，也不会干这个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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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发村民“自觉参与”的内生力方面，
开弦弓村正在开展美丽庭院、垃圾分类等系
列活动，调动村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持续
性，使开弦弓村不仅有颜值，更有气质。“由
要我建设美丽庭院， 变成我要建设美丽庭
院， 村民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沈斌这样
说。
青浦区徐练村党总支书记沈引新则更
多提到了年轻人。据他介绍，村里推出了“凝
心工作室”等平台，及时了解青年人才、年轻
干部思想动态和学习、工作、生活情况，激发
他们主动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同时，村里
也搭建了青年人才“话发展、献良策”平台。
定期召开说心得、聊经验、谈感想、论创意等
形式的交流座谈会，让青年在交流中主动思
考、碰撞火花、激发灵感，为助力乡村振兴、
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进入密集
施工期的当下，示范区里村与村的联系也愈
发紧密。2020 年 5 月， 嘉善汾湖村和吴江雄
锋村结对举办毗邻党建座谈会，共话振兴谋
发展，对连接苏浙两地的尤家港大桥选址建
造事宜进行进一步协商。
据了解，今后长三角村书记讲坛将每月
举办。

4 月初，林志勇开车到张家港，找厂家下了订单。
他记得厂门口都是排队等着买熔喷布机的人，他排了
一整个通宵才签了合
同，晚上就在车里凑合
◆折腾了2
睡了一小会儿：“其实
个月投进去近70
也基本睡不着。想到马
万元，熔喷布连1
上要赚钱了，心里兴奋
斤都没卖出去，
呐！”
靖江老板最大收
15 天后，两台熔喷
布机到货，价格总计 50
获是瘦了8斤
余万元。 楚锋的预期
是，一周之内回本。
当时的靖江已成为继扬中后又一熔喷布生产集
散地，市郊的大小作坊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倒爷”提
着现钞等着拿货。楚锋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只要有
布出来，不论质量，有多少收多少。甚至还有人为了抢
布，在厂门口打架的。”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熔喷布的质量
有了讲究，不再照单全收。渐渐的，除了韧度和没有纱
眼之类的基本要求，倒爷还开始提出“90 布”“95 布”
之类的概念。熔喷布的价格虽然依旧在高位，但开始
出现回落的趋势。所谓 90 布和 95 布，指的是熔喷布
的过滤能力，数字越高，过滤能力越强。此时，楚锋他
们的机器虽已到位，但尚未完成调试，无法正式投产。
“五一之前，95 布每吨还能卖到 50 万元左右。当
时我们如果能生产出来，还是可以赚一笔的。”楚锋说，
为了调试机器， 他们三人花重金前后聘来了两位师傅
调试机器。 谁知这两人都是二把刀手艺， 钱是花出去
了，机器却始终没办法生产出像样的布。
冤枉钱还不仅于此。熔喷布价格疯狂，其生产原
料以及生产所需的模具、静电驻极等设备的价格也跟
着水涨船高。林志勇说，静电驻极原本的价格不过数
百元，而当时一跃升至 7000 余元。
机器迟迟无法完成调试，那段时间，楚锋他们每
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 整天泡在厂房里盯机器。师
傅不靠谱，他们干脆亲自上阵，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工
业知识“搞起了科研”。
楚锋说，折腾熔喷布机的那段时间，他原本的生意
几乎全部放下了：“脑子里全是熔喷布， 没心思干别的
了。有客户要买我的水泵，我连货都发错了。”
五一过后，熔喷布价格一天一跌。而随着市场整
顿和产能的提高，熔喷布的疯狂终于进入尾声。此时，
楚锋他们的熔喷布机终于完成调试，试制出的熔喷布
经过检测基本达到“99 布”的标准。
布造出来了，但是销路没了。曾经活跃的倒爷们一
夜之间作鸟兽散。去口罩厂上门推销，对方冷脸相迎。
在二手货网络平台上发布产品，也无人问津。到 5 月中
旬，三个男人不得不面对现实：这笔买卖，彻底赔了。
林志勇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瘦了整整 8 斤。楚锋
始终心有不甘，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没踩准节奏。王国
平倒是已经看淡：“说到底，还是不应该贪。投机取巧
的事情，压根就不应该干。”
（应受访者要求，楚锋、林志勇、王国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