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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各地发展同步、服务同质、管理同化——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徐燕飞

日前，全国首个数字化事

中事后监管中心在金华市上

线，实现“互联网+监管”“互

联网+处罚”“互联网+信用”

全链条闭环管理。这是金

华深化“无证明城市”改革

扩面的最新成果。

金华是全国首个全面

实施“无证明城市”的地级

市。“无证明”即在金华市

域范围内，凡是需要居民、

企业自己去政府部门、公

用事业单位、服务机构开

具的证明，一律免提交。

截至今年 3 月，全市累

计取消证明 4052 项，群

众 免 提 交 各 类 证 明

283.7 万余件，改革满

意率达99.99%。

在深圳工作的金华兰溪人叶国庆

用手机登录“兰 E 办”，仅用时 25 分钟

就拿到了老家开具的证明材料，不用

专门返回兰溪。目前，80 余项市域外

办事证明事项都可在“兰 E办”线上办

理，惠及 15 万在外工作的兰溪籍人

员。数据支撑，是变化的关键所在。

“依托数字化改革成果，金华织就

了一张上连省级、下接县市、部门联通

的数据共享网络。”金华市行政服务中

心有关负责人说，去年全市数据查询

共增加 70项，其中市本级数据共享增

加21项，数据查询率达32.8%。

“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而是

通过直接取消、告知承诺、数据查验和

部门核验 4种方式来实现“无证明”办

理。今年 2 月，金华以告知承诺为核

心，在全省率先打造“承诺当场办、查

询即刻办、核验限时办”的极简极速审

批办事模式。在金华取消的 4052 项

证明事项中，实施告知承诺制的事项

占比达21.1%。

告知承诺不是一诺了之、放任不

管。为解决“放管服”改革中如何“管”

的问题，金华上线全国首个数字化事

中事后监管中心，实现“互联网+监

管”“互联网+处罚”“互联网+信用”全

链条闭环管理，在深化“放管服”改革

中形成了完整的工作体系。

金华市委书记陈龙表示，数字化

事中事后监管中心将着力实现既“无

事不扰”又“无处不在”的监管效果，激

活金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今年一季

度，金华市场主体总量达 131.3 万户、

同比增长 17.3%，其中企业 41.2 万户、

个 体 户 89.4 万 户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8.42%、16.99%，三项指标增幅均居浙

江省第一。

“共同富裕示范区”为

何花落浙江？国家发改委

给出答案：浙江各项指标均

走在全国前列，包括城乡差

距、区域发展、富裕程度。

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浙江

走向共同富裕的“法宝”。改

革开放后，浙江“千家万户搞

家庭工业”，区域块状经济迅

速成长，义乌的小商品、永康

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到

1998 年 ，浙 江 乡 镇 企 业 产

值、销售收入、利税总额等重

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2020 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

水平分别连续 20年、36年位

列全国各省区首位，城乡居

民收入比达到 1.96，是全国

最低的省份之一。

“八八战略”为浙江加快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战略指

引。“八八战略”是破解浙江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先

手棋。在“八八战略”指引

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了“三个跃变”：从经济大省

向经济强省的跃变，从对内

对外开放向深度融入全球的跃变，从总体小康向高水

平全面小康的跃变。

为共同富裕探路是浙江作为“重要窗口”的必答

题。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赋予浙江“努

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意味着浙江奋力建设“重要窗口”取得了重大标志性成

果，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为什么是浙江？就应该是浙江。可以说，浙江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既立足现实，又顺应时代；既一

路向前，又乘势而上。

“儿子要结婚，想在村里家宴中心

预订酒席，通过扫‘长兴码’直接预订

成功，实现了办事不跑路。”湖州市长

兴县吕山乡龙溪村村民刘水明说。

2020 年，长兴在浙江省率先探索

推进“最多扫一码”改革，通过“长

兴码”将涉及乡村治理的所有应

用程序进行整合，实现了数

据互联共享、事项集成管

理，推动村务治理便民

高效。

“ 改 革 前 ，

各 部 门 在 基

层 治 理 中

相继推出

了‘村务 e

点通’‘文

明 诚 信 码 ’

‘解纷码’‘云上

律师’等数字化项目，但‘七码八码’极

为不便。”长兴县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过整合，群众只需通过“长兴

码”完成一次实名认证，扫码后即可进

入各功能模块，无需二次登录。

如今，吕山乡家家户户门口都张

贴上了“长兴码”，村民通过扫码就能

进行“一码服务”，还能看到最新的移

风易俗通知，了解村级公开事务。截

至目前，吕山乡已整合乡村治理和部

分便民类信息化应用程序 15个，归集

共享 39类 9421条数据，户均安装率达

86.5%，日活量达25%。

为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今年

初，吕山乡制定了“数字化”移风易俗工

作方案，全乡9个行政村均成立“和治理

事会”和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伍，走进

农户、学校、集镇、企业开展移风易俗志

愿服务宣传活动，利用农民信箱以及短

信的方式提示村民树立文明新风。

在长兴县，智能化让垃圾分类

“码”上见效。早上 7 点，在龙溪村智

能垃圾收集站，村民正在刷卡排队丢

垃圾。刷 IC 卡，按下按钮，把垃圾投

入对应的垃圾桶，并由智能终端实时

监控垃圾投放情况。“去年 9 月，我们

村新建了数字化地埋式智能垃圾收集

站，实现垃圾分类无桶化管理。村民

已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和投放方法，分

类准确率大幅提升，这些在‘长兴码’

都可以一目了然地体现。”龙溪村村干

部钦红华说。

依托“长兴码”，群众、村级、政府

三方数据实现互联互通，在方便村民

生活的同时提高了办事效率。吕山乡

党委副书记朱建康说，“长兴码”上线

以来，已累计协同处置各类事件 51

件，事件平均办结时长缩短60%。

信息化智能化“码”上见效
本报记者 黄 平

大数据支撑“无证明城市”
本报记者 柳 文 通讯员 邵雪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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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检测列车行驶在金台铁路台州市仙居县境内的线路上（2021

年3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上图 3月 10日拍摄的嘉

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沿河景观

带。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右图 3 月 23

日，在景宁畲族自

治县一茶叶加工企

业，工人正在摊青

车间忙碌着。

李肃人摄

（新华社发）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2020 年，浙江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62699 元、31930 元，分

别连续 20 年、36 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今年

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1.85∶1。

“十四五”开局，浙江有了新目标。浙江

省委书记袁家军要求，浙江要对标在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率先探索

建立先富带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

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与乡，唱和如一

橙黄的夯土墙、瓯越的吊脚楼，每到周

末，位于丽水市莲都区的下南山村总会迎来

客流高峰，42幢古民居供不应求。

但在 5 年前，这里还是个被废弃的古村

落。为了让古村重焕生机，下南山对老屋修

复后，以现有土地、房屋及设施的使用权作价

出资，交由联众集团建设和运营“欢庭·下南

山”民宿项目，年底收益按村集体 30%、村民

70%的比例分成。2020 年，村集体收入 37.68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3.2万余元。

这是浙江重塑城乡关系、唤醒农村沉睡

资源的一个缩影。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提出“八八战略”，其中一条为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八八战略”揭开了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新序幕：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制定实施全国首个城乡一体化纲要，率先建

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率先

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率先推进城乡居民户

籍登记制度改革。

行走在浙江，“让城市更向往”的乡村越

来越多，项目、人才、资本不断向农村汇聚。

2020 年，浙江建成美丽乡村示范县 11 个、示

范乡镇 100 个、特色精品村 300 个，农村人居

环境测评全国第一。

在浙江，无论是省会杭州还是偏远的丽

水山乡，基本做到了“发展同步，服务同质，管

理同化”。2001 年起，浙江建立起城乡一体

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2018 年实现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目

前，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居全国之首。

伴随高质量发展进程，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不断深入。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

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

口”，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提出，到 2035 年，

“共同富裕率先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

山与海，统筹协调

夜幕降临，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迎来

观赏萤火虫的游人。自 3月底首届赏萤季启

幕以来，每天打卡的游客超千人，其中三成以

上来自长三角地区。九龙湿地是丽水、宁波

共建的省级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也是山海

携手发展生态旅游的新探索。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山与海是触

目可及的地理风貌。重重大山，从阻隔空间

的壁垒变成发展生态旅游的支点，靠的

是越念越有底气的“山海经”。

“八八战略”提出：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

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

济新的增长点。山海协作，是浙江特色的区

域协调发展路子。“山”指浙西南山区和舟山

海岛等欠发达地区，“海”指沿海等发达地区。

丽水“问海借力”，将“出海口”搬到“家门

口”。无水港是丽水搭建的公共物流平台，开

辟了丽水往来宁波的海铁联运通道。以纳爱

斯为例，该公司 90%的出口货物通过海铁联

运送往宁波舟山港，一年可节约陆路物流成

本70余万元。

山海协作，为浙西南山区带来生机。青

田与平湖合建“消薄飞地”，带动青田 260 余

个经济薄弱村平均增收超 5 万元；景宁通过

建立“飞柜”，让“景宁 600”高山生态农特产

品走出“深闺”；“丽水山耕”让山货乘风破浪

进入中高端市场，农产品平均溢价率超30%。

截至目前，浙江省 30 个“消薄飞地”对

2500 多个村已返利 2 亿元以上；26 个山区县

内生动力明显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

于全省。

贫与富，均等共享

城乡统筹是因，均等共享是果。在浙江，

低收入农户同步迈入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

——截至 2020 年底，浙江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年家庭人均收入 8000 元以下

情况、集体

经 济

薄 弱

村

“三个清零”。

消除贫困、共享幸福，浙江注重“帮”“扶”

并进。“帮”主要为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短

板，“扶”主要通过科技、人才资源激发贫困地

区发展活力。

“有多少补助，帮扶干部扫一扫贴在门口

的‘小康码’就知道了。”缙云县新建镇低收入

农户陈建秋说。目前，“小康码”已覆盖全县

低收入农户 1.5 万人，5000 余名干部“一帮

一”“一帮多”，实现智能识别、精准帮扶。

过去一年，浙江省市县乡村五级联

动，为年人均收入 8000 元以下的农户落

实帮扶计划；全省低保城乡同标，平均每

人每月 886元，位居全国省区第一；低收

入农户医疗补充政策性保险实现全覆

盖。去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14365元，增幅14%。

授人以渔，扶贫先扶智。在缙

云的大街小巷，小小的烧饼从这里

走向全球，为当地百姓增收 22 亿

元；在青田的偏远乡镇，“稻鱼共

生”实现一田多效，亩收入万元以

上；在松阳、遂昌、景宁等地的山

区茶园里，茶叶成了脱贫致富的

“黄金叶”……

扬长补短、因地制宜，浙江脱

贫攻坚走在全国前列：1997 年，

在全国率先消除贫困县；2007

年，在全国率先消除贫困乡镇；

2015 年 ，26 个 欠 发 达 县“ 摘

帽”，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

入 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

象，成为全国首个较高

水平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的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