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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从“浙”起步

傅央改是浙江奉化滕头村
的村民，他从村办企业退休有十
多年时间，现在生活轻松舒适。

“我们住上了别墅，买了汽车，退
休金、 养老金有 8000 多一个月。
我们老年人像这样的生活，想也
想不到的。 ”

住别墅、开汽车，在滕头并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几乎家家
户户都实现了。 40 多年来，滕头
村大力发展工业、农业、旅游业
等，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6.9 万元。

滕头村第一支部书记傅德
明说：“滕头村富起来了，没有一
家暴发户， 也没有一家贫困户，
家家都是富裕户。 ”

看到滕头村村民的幸福生
活，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这个重大任务落
在浙江。 毫无疑问，“富”一直是
浙江的标签，也是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底气”所在。 2020 年，
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2397 元，居 31 个省（区、市）第 3
位、省（区）第 1 位。 不光是富，浙
江也是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最均
衡的省份之一。 2020 年，浙江城、
乡居民收入倍差为 1.96，远低于
全国的 2.56。 除了坚实而均衡的
物质基础，从地貌看，浙江有“七
山一水二分田”， 多样化的环境
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共
同富裕”从浙江先行示范也是众
望所归。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孟刚说：“共同富裕
是党中央赋予浙江一项光荣的
使命，对浙江来说也是一个重大
的历史发展机遇。 我们理解共同
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吃大锅
饭，不是养懒汉，还是要提倡奋
斗的精神，创新创业精神，我们
要为全体老百姓提供平等发展
的机会，创业创新均等的机会。 ”

按照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发展目标：到 2025 年，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 13 万元， 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5 万元，

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要比
全国早十年实现这个目标，中央
发布的这个文件名称是“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显然，要实现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是最重要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
春表示：“浙江要进行全面破题，
特别是围绕着高水平制造业，浙
江要进行全面铺底，浙江制造在
全国排在非常前列的地位。 但是
要实现产业体系的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条
路要走。 ”

织里镇，有这样一家父子携
手创业的企业。 父亲 20 多年前
在湖州市织里镇白手起家开始
创业， 过去经营着一家羊毛衫
厂，十多年前转型为电子产品配
件制造，现在又开始谋划第二次
转型升级。

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沈晓宇表示：“我们从高端
制造业转型到高端材料，想做什
么事情呢？ 要把中国现在‘卡脖
子’的一些材料，怎么通过研发
来替代进口，这一块儿肯定要做
好。 ”

这家企业所在的织里镇，有
不少企业家像这父子俩一样，勤
劳奋斗，用四十多年时间将织里
从一个小镇打造成了全国最大
的童装生产基地。 但是传统的服
装制造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附加值不高。 为了加快高质量发
展推进的速度，近几年，浙江开
始实施“亩均论英雄”的改革。 所
谓“亩均论英雄”，就是通过亩均
税收、亩均增加值、单位能耗增
加值等 6 项指标的综合评价，将
制造业企业分为 A、B、C、D 四
类，重点加大 A、B 类企业正向激
励和 C、D 类反向倒逼力度，经
过几年的探索，织里镇的经济结
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浙江湖州市织里镇党委书
记杨治说：“织里目前的工业经
济，从原来单一的童装纺织转化

为既有童装纺织，也有较为高端
的电子信息、高端的制造、光伏
装备等较为全面的产业链，为将
来谋划进一步的共同富裕打下
了坚实的一步。 ”

织里的变迁只是浙江的一
个缩影。 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实施方案”中提出，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 聚焦
“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
大科创高地建设，形成浙江特色
全域创新体系，打造全国有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率先实现
共同富裕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

如果说高质量的发展是为
了把蛋糕做大， 怎么分蛋糕，怎
么做到均衡发展，对实现共同富
裕来说同样重要。 在中央下发的
《意见》一文中，明确了建设共同
富裕，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收入差距三大问题为主攻方
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
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
斜。 从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来
看， 浙江在其行动计划里提出，
到 2025 年农民年收入从近 3.2
万元增加到 4.4 万元， 城乡收入
倍差从 1.96 缩小到 1.9 以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通林说：“居民收入一
年增长 7%、8%， 但是一般情况
下， 农民的收入就要求增加到
9%、10%， 要多 2 到 3 个百分点。
经过共同努力，能不能在这 2 个
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拉大到 3 到
5 个百分点， 这样才真正意义上
会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

在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3
万多元的浙江，要加速提高农民
收入，这意味着“乡村振兴”还要
出新招。

葛小仙是浙江宁海县葛家村
的村民，前不久，她家门店作为村
里的一个货运中转站开张了。

一年想挣二十万，她过去想
都不敢想。 两三年前，他们家还
因为家人患病陷入困顿。 现在则
完全变了样子。 和葛小仙一同为

新店揭幕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艺
术学院的一位副教授丛志强，2018
年他带着研究生来到这里，和当地
一起开展了“艺术振兴乡村”的活
动。 在丛老师的鼓励下，葛小仙捡
起了过去裁缝的技艺，变身为手工
艺人，做的包包、布艺等很受欢迎，
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和过去一般的乡村打造模式
不同，这个村的发展既没有修路
也没有新盖房子，全村花费镇里
投入不到 300 万元，就撬动了一
个村的变化， 全村 40 多个艺术
共享空间， 都是由村民自发设
计、自行建设、自己维护，用艺术
的形式巧妙地点燃村民自我发
展的愿望。

浙江宁海县大佳何镇党委
书记李文斌说：“让村民成为村庄
建设的真正主力军， 把村民的内
生动力激发起来， 把产业植入起
来， 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全程参与
到自己村庄建设， 带动自己发家
致富，所以它非常具有生命力。 ”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
记、 厅长王通林说：“浙江的乡村
建设，从改水、改厕，包括村庄的
整理，一些建筑物的更新建设，这
个层面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现
在在做更深层次的一些工作了。
现在深化千万工程， 着重于打造
乡村独特的气质，挖掘主题文化，
把农业跟旅游、 民宿休闲等等都
打通，一二三产要深度融合。 ”

除了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是
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又一座必须
翻越的大山。 浙江省衢州、丽水
等市有 26 个县相对落后， 这 26
个县土地面积约为全省的 45%，
2020 年 GDP 的总量不到全省的
十分之一，因此，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个
重点和难点就是这山区 26 县。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孟刚说：“省委省政
府部署加快了山区 26 县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提出要实施一个工
程， 两大行动来推动山区 26 县
的加快形成自我造血机制，提升
内生发展的动力，一个工程就是
山海协作工程的升级版，两大行
动也就是做大产业扩大税源行
动，提升居民收入富民行动。 ”

缙云县就是典型的山区 26
县之一。 不久前，缙云县肖特玻
管厂生产的中性硼硅玻管正式

下线，这是新冠疫苗玻璃瓶的原
材料， 这家中国工厂的投产，缓
解了我国新冠疫苗生产的燃眉
之急。 2018 年，肖特集团决定在
中国投资建厂，浙江南部的山区
县缙云县与长三角经济发达地
区一同竞争。 最终肖特项目落户
缙云，打破了好项目难以越过长
三角的传统投资思维。 在这其
中，山区县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了
招商的王牌。

肖特集团决定落户缙云前，
不仅对气候环境、空气质量等一
系列生态要素进行了仔细考察，
还做了一次系统的土壤检测，对
地下 20 米的土壤进行全方位检
测。 肖特公司也承诺，无论在这
里发展多久，土壤质量都将保持
原样。 优质的生态与产业的发展
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好生态不仅能引来好项目，
浙江是最早实践“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省份，未来他们还
将全面推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 这将在山区 26 县的追赶
式发展中起到助力作用。山区 26
县追赶式发展、 农村短板的补
齐，最终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
目标。 而这落实到每一个家庭、
每一户的收入来看， 浙江 2025
年的目标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10 万~50 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
80%，20 万~60 万元的群体比例
力争达到 45%。 在这个目标的引
导下，未来五年浙江在收入分配
制度、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保险
等系列改革将全面拉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
春说：“浙江这个先行示范区，一
系列的改革举措，一系列战略实
施， 实际上面临着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的硬战斗要实施。 ”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浙江
作为“共同富裕”的先行示范区，
必须要克服种种困难，蹚出一条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就像节目中
提到的，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
义，不是大锅饭，不是养懒汉，更
要提倡奋斗的精神、创新创业的
精神。 示范区要做的是，通过一
系列政策的引导， 让发展更平
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在这
个基础上，每个人要依靠自身的
勤劳努力，抓住机会，创造属于
自己的富裕生活、幸福明天。

（据焦点访谈）

� � 全面小康已经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接下来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浙江的具体实施方案也于

近日发布。 这意味着浙江将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和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在 2025 年，取得明显实质性进
展；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是浙江？ 浙江又
打算怎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