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同志主政浙
江期间，为更好解决浙西南山区和东
部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推动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而实施的
一项系统工程，是“八八战略”的一项
重要内容。

作为“山海协作”受益者、探索者
和推动者，地处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
近年来坚持把区域开放作为最大的改
革，不断打开思维格局和时空格局，以
开放促创新，以开放促转型，做好“融
杭接沪”大文章，打造山海协作升
级版。

杭州和衢州，一个依山，一个靠
海。然而，今年 3 月开工的杭衢高铁

（建德至衢州段），将杭衢距离从75分
钟缩短至41分钟，实现两地同城化。

“打通杭衢合作升级版，必须打
通有形和无形的大通道。杭衢高铁为
有形，山海协作升级版是无形。”衢
州市委书记徐文光说，建设无形大通
道，要以创新合作为重点，着力推动

“三个转变”，从单向扶贫输血向双向
合作造血转变，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
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从以往市
县分散单独协作向市域一体对口协作
转变。

近年来，杭衢之间山海协作范围
涵盖了人才、旅游、体育、科技等33个
领域。杭州先后为衢州柔性引进专
家、博士硕士等 400 多名“千人计划”
高层次人才，填补国内高新技术空白
10多项。

高铁线路—高铁枢纽—高铁经
济，随着杭衢高铁这一有形大通道的
打开，杭衢实现了融合发展的战略转
变。去年10月，衢州正式加入杭州都
市圈，加速融入杭州创新生态圈和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有形＋无形”贯通了杭衢两大通
道，而“飞地+高地”则让两地的区域协
调得到统筹发展。

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衢州海创
园，是衢州建立的首个“飞地”，也

是浙江省第一个跨行政区建设的创新
“飞地”。

与传统的合作模式不同，跨区域
建设创新“飞地”，创业创新在杭州、
生活休闲在衢州，研发孵化在杭州、
产业落地在衢州，新区域大合作格局
为“山海协作”升级版开辟了一条新
通道。

截至今年 7 月底，衢州海创园招
商引资项目178个，基金项目95个，引
进硕士博士60人，海归人才24人，高
质量创新创业团队12个。

去年10月，衢州海创园二期项目
正式开工，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
米，将在 2020 年底完成建设，为衢州
正在打造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
旅游、智慧政务等数字经济、智慧产业
发展提供了空间。

据了解，杭衢双方坚持平等互惠、
山海并利，杭州首提“飞地”待遇均等
化，入驻衢州海创园的企业可享受杭
州余杭区人才、项目、金融等政策；为

衢州海创园入驻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子
女入学、医疗服务等便利；杭州未来科
技城管委会将衢州海创园纳入统一的
招商推介平台……

“让高层次人才工作生活在杭州、
创新贡献为衢州，真正把高端人才招
引进来，把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对衢州
创新发展、动能转换意义重大。”徐文
光说，以衢州海创园为窗口，衢州市面
向海外招才、选才、纳才，同时完善引
才、用才、留才的政策机制，形成了“海
外—杭州—衢州”直通型“引才链”。

徐文光认为，山海协作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生态文明
思想和“八八战略”的重大举措，是统
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抓手，是新发
展理念特别是协调发展理念在浙江的
生动实践。这种协作模式抓住了社会
主要矛盾、解决了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衢州将加大力度推进山海协作升
级，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更好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干 在 实 处 走 在 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平

衢州：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上世纪 60 年代，地处绍兴的诸暨枫桥
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
交”的“枫桥经验”，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基层治
理的样本。

如今，诸暨依然坚守人民至上这一不变
的初心，围绕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
四防并举、共建共享，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了一条通人性、
接地气的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之路。

枫桥镇枫源村有个民主决策机制——
“三上三下”。村主任骆根土介绍，“‘一上一
下’是村两委从群众中收集议题，并上门下访
征求意见；‘二上二下’是召开民主恳谈会，深
入讨论完善方案；‘三上三下’是党员会议审
议决策，再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实
施”。

在党建统领下，坚持人民主体，实现自
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
经验”的核心内容。多年来，诸暨始终注重村
级自治，注重把决策权、管理权交给群众。除
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外，诸暨还深化
落实村级重大事务“五议两公开”制度、创新
推行10项村民自治机制等，积极促进民事民
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目前，全市551个行政村（居、社区）全面
完成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章程修订。
不少乡镇制定出台了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
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探索推行村规民约
积分制考评，排名靠前的村民，可优先获得农
村建房指标等资格。通过强化“做得好、受褒
奖”行为，将德治潜移默化地融入乡风民俗，
进而形成个人意志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准
则，成为乡村治理的无形助力。

同时，诸暨通过借民智民力参与社会治
理，实现了治理主体由政府包揽向多元化参
与的转变。在村级层面，“5+X”村级社会组
织标准化建设，使得农村社会组织“活”起来；
在政府职能层面，“部门+志愿团队”合作模
式遍地开花，公安局有“红枫义警”参与地方
治安管理，建设局有社区志愿者团队入户推
进“垃圾分类”。

此外，诸暨还充分借助民力，组建了环境
污染纠纷、物业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
13个专业调解委员会，精心打造“老杨”“江
大姐”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品牌调解室，建成市镇两级联合调解
中心和29家诉调、检调和警调对接工作室，形成多层次、社会化、
全覆盖的“枫桥式”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近5年来，全市人民调
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近7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

如今，诸暨共有登记在册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
2371家，参加人数达28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8.8%。这些组
织与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专业性、公益性和群众性的优势，
其作用渗透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道美丽
风景。

据了解，近年来，诸暨市借助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和全科网格
建设，搭建“人力+科技”智能化、网格化防控治理体系。目前，全
市共有网格1203个、网格员4394名，工作内容涵盖矛盾化解、公
共安全、违法监管等100个具体事项。同时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
等多个部门的服务管理职权和534名人员纳入“四个平台”，负责
信息数据采集和事项办理，今年以来共采集各类数据13万条，办
结率达99.2%，真正打通了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要以‘互联网+’技术手段促进农村治理向城市社区治理
转变，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
书记徐良平说，今年，诸暨市大数据中心成立，未来，大数据将
为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成为基层治理的强
大助力。

临安是杭州第10区。2017年9
月，临安撤市设区，成为杭州最年轻
的区。

两年前，当天目山镇徐村村民
听说要和周围3个村共建“天目山村
落景区”时，曾将信将疑。徐村除了
交通便利，从山水资源到产业禀赋
并无特色。

如今，3A 景区“天目山村落景
区——天目月乡”已建起游客中心、
乡村大食堂，影视文化公司等纷纷
入驻。过去，徐村唯一的葡萄园全
年也只接待近千名游客，现在每天
的游客人数已轻松破百。

在临安像徐村这样的美丽乡
村数不胜数构建起一张全域景区
化的建设蓝图近年来临安以
“浙西生态大屏障”为目标以村
庄整治和农房改造为突破口率先
全域推进“村落景区”建设打造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升
级版

临安区委书记卢春强说，对临
安而言，撤市设区大大加快与杭州
主城区的一体化发展步伐，培育新
的发展优势，激发新的发展活力，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
提升区域发展水平。

位于太湖源头的指南村，是上
海、杭州、苏州等地城市居民周末休
闲的旅游胜地，村内 200 余栋农舍
掩映在 300 余棵古树之中。然而，
几年前的指南村还是个私搭乱建的

“低颜值”村落。
“由于早期村里缺少规划，房屋

建设管理不规范，农民建房一拥而
上，很多明清古建筑以及古树被住
房团团包围，影响了村落发展。”指
南村党支部书记郤华锋告诉记者，
任性建房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成
为邻里纠纷的导火索，更削弱了政
府的公信力。

为破解农村建房管理难题，临
安创新出台了带图审批、带图施
工、带图验收，建筑放样到场、基
槽验收到场、施工过程到场、竣工
验收到场“三带图四到场”模式，
有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以
来，全区共审批农房6250户，100%
带图审批、100%审批档案齐全、
100%带图施工，实现农村新增建房
零违建。

美丽乡村有了底色，如何进一
步“增色”，把村落精雕细琢成个性
鲜明的景区？

卢春强告诉记者，按照全域景
区化目标，临安启动新一轮村落景
区 3 年行动计划，通过“八线六
景”建设，让散落的自然禀赋和特
色资源“串珠成链、连片成景”。
同时，出台了浙江首个村落景区建
设地方标准，涉及环境、人文、经
济等七大项28条细则。在规划引领
下，各个村“该补什么、该建什
么”都实施了项目化管理，任务一
目了然，资金也有保障。全区303

个建设项目，个个精准对照村落景
区 标 准 而 设 定 ， 为 的 就 是 彰 显
特色。

地处“杭州—黄山—千岛湖”
旅游中心的湍口镇，地广人稀，拥
有浙江 4 大古温泉之一的“芦荻
泉”。几年来，经过商业开发，湍
口温泉产业做得风生水起，2017年
接待游客近14万人次。高虹镇是个

“藏在深闺无人识”的传统乡镇，
如今正变身以生态休闲养生为主题
的“龙门秘境”村落景区。走进石
门老街，古徽派建筑映入眼帘，土
酒坊和老手艺重现街头。石门的老
街文化、大山的高端民宿、龙上的
金丝皇菊，为村落生态景区引来无
数宾朋。

乡村游如何长久是村落景区建
设的重点。临安通过招商引资，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组建了专业机构
管理运作。通过引入物业化管理模
式，为村落景区发展保驾护航。目
前，303 个项目已完成 294 个，完成
率达97%。

卢春强表示，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又要铸魂。在临安，吴越文化、
钱王文化、浙西民俗文化等文化资
源正逐渐得到保护和开发，成为新
时代乡村文明的核心力量。同时，
通过制定规则标准、个性化规划设
计、社会化投资建设和专业化运营
管理，乡村旅游的价值正在被重新
发现、认识和挖掘。

临安：美丽乡村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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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浙江绿色发展指数、万元GDP能耗均
居全国各省份第三位，旅游业总收入超过万亿元。浙江从“千
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到“大花园”

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改变
着浙江，让浙江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赢得绿色效益，在生态文化
繁荣中提升绿色品质，在生态治理和谐中获得绿色福利。

图① 安吉余村村口竖立的“两山”理
念纪念碑。 （资料图片）

图② 风景如画的临安红叶指南
村。 （资料图片）

图③ 杭衢共建的龙游花海田园综合
体。 许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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