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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奋力迈
向从全省末梢到区域枢纽的历史性
跨越，‘铁公水空’齐头并进的浙西南
综合交通枢纽呼之欲出。”在近日高
规格召开的丽水加快建设高水平交
通强市推进会上，新发布的加快构建

“311”交通圈《实施方案》受到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其中对 2035 年基本实
现“3111”目标，实现从全省末梢迈向
区域枢纽的跨越转变尤为期盼。

据介绍，根据公布的丽水铁路、
轨道、公路、水运、民航等方面的交通
发 展 规 划 ，到 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3111”目标为：国内主要城市 3小时
航空通达，省内各地市基本实现 1小
时高铁通达，市域内各县（市、区）所
在地 1小时铁路通达，重点乡镇基本

实现 15分钟上高速 100%、30分钟至
火车站 100%。

迈向“航空时代”，是丽水人民的
共同期盼。作为丽水交通建设的“一
号工程”，丽水机场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 ，其 中 航 站 区 已 于 2022 年 底 动
工。按照计划，丽水机场将于 2024
年建成通航，未来拟开通至北京、上
海、广州、贵阳、郑州、武汉、西安、重
庆等重要城市的航线，加快让“蓝天
梦”变为现实。

机场开通，将拉近丽水与国内大
城市的时空距离。而根据《丽水市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1-2050年）》，
还规划了九县（市区）的通用机场建
设目标。随着未来航线陆续开通，丽
水将大大加强与周边区域乃至国内

外的密切联系。
在铁路方面，根据《新时代丽水

市铁路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未来
我市将形成“两纵两横、四联八向”
的铁路运输格局。“两纵”分别为金
（义）温通道、衢宁铁路通道；“两横”
分别为衢丽铁路通道、温武吉铁路
通道；“四联”分别为丽云宁铁路、甬
丽铁路、金华经龙泉至南平铁路、丽
南铁路；“八向”分别指杭州、宁波、
温州、金华、衢州、南平、武夷山、宁
德方向。

市铁委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十
四五”期间，我市将建成衢丽铁路，实
现遂昌、松阳两地通高铁，力争开工
建设杭丽铁路、温武吉铁路、丽云宁
铁路。尤其是杭丽铁路，将实现我市

到省会杭州的“一小时交通圈”，并力
促杭金丽福高铁通道纳入国家层面
规划，打造我市南下福建、粤港澳大
湾区的大通道，真正让丽水从全省交
通末梢迈向区域交通枢纽。

同时，高速公路、国省道项目也
快马加鞭。总投资 250 亿元的义龙
庆高速公路遂昌至龙泉段将开工建
设，青文高速青田段、庆景青公路等
项目前期进展顺利，330国道青田温
溪至船寮段、528国道遂昌段等总投
资约 100 亿元的国省道项目也将于
2024年建成通车。

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3111”目标

“交通强市”驱动丽水由末梢迈向区域枢纽

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员 毛
巧颖 陈锴 祝海勇 吕瑞龙）昨日上
午，丽水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联合
交警莲都大队在丽水客运东站开展
春运送“福”活动，标志着 2023 年春
运正式拉开帷幕。

“今天是春运第一天，送您一个
‘福’，祝您旅途平安，一年顺顺遂
遂。疫情期间，也请各位旅客佩戴好
口罩，系好安全带……”工作人员在
给每位旅客送上福字的同时，还给大
家做疫情防控和安全出行的宣传。

在汽车始发之际，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到即将发出
的客运车辆上再次检查乘客系安全
带情况、安全设施配备情况以及车内
环境卫生情况等，提醒驾驶人发车前
提示所有乘客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
和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据悉，目前丽水市客运东站每日
安排 120个班次，跨越各县（市、区），
每日约有乘客 800 余人次。“跨市车
辆行驶到绍兴、宁波和台州，跨省车
辆到福建和江苏。接下来，我们将持
续严格检查客运车辆的各类安全隐
患，并对客运站点加强安全宣传教
育，严把客运车辆出站安全关，努力
营造安全、畅通的春运环境。”客运东
站业务组封慧丽说。

春运期间，在辖内各路段原有日
常保畅力量的基础上，浙江省交通集
团高速公路丽水管理中心在重点路
段、重点隧道、重点时段安排专人专
车预警值守，增加平板车、巡逻车、皮
卡车 37辆，保畅队员 78人，设置大流

量时段道路不定时滚动式预警点位
30处，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除了公路客运，铁路方面也将迎
来客流高峰。据悉，丽水高铁站计划
新增 7 趟列车，定于 1 月 7 日零时起

实行，实际开行情况以 12306实际公
布车次为准。丽水高铁站客运负责
人王晨铭介绍：“2023年铁路春运自
1 月 7 日起至 2 月 15 日止，节前 15
天，节后 25天，共计 40天。因此，我

们建议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做
好个人健康防护的同时，提前到达车
站，预留充足的时间用于进站乘车，
如有其他需求，可在车站寻求工作人
员帮助。”

我市全面开启交通护航“春运模式”

编前语：在新春佳节即将
到来之际，本报组织编辑记者
深入基层一线采访报道，在“新
春走基层”活动中，践行“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全面反映各
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示
全市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春节
的喜人景象，广泛展示各地喜
庆安康、昂扬向上的节日氛围，
特别是发挥和运用记者的独特
视觉，发掘精彩丽水故事，传递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员 叶紫荆 陈阳 武佩

“两年时间，新砀村的经营性收
入就从 5万多元‘跳级’到了 36万元，

‘消薄’工作开展得很扎实！”近日，看
着这份漂亮的整改“成绩单”，莲都区
农业农村局农村经营管理科负责人
唐俊杰为新砀村村党支部书记毛叶
峰竖起了大拇指。

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共同
富裕的关键点。2020年，浙江省委巡
视莲都时发现，莲都区有 41 个省定
集体经济薄弱村经营性收入仅达到
5万元“及格线”，存在“消薄”不可持
续的问题。为此，莲都以巡视整改为

鞭策，围绕土地流转、闲置资源、金融
支持等“要素”施展多套“加法”，算出
了一本集体经济“共富账”，彻底拔除
了这根“穷刺”。到 2022 年底，41 个
整改村经营性收入全数跨过十万元

“大关”，实现两年翻番。
“乡里将1000亩荒田非粮化整治

项目委托给乡级强村公司，每亩补助
2500元，并雇用当地种植大户开垦种
植，通过完成抛荒整治、后续耕种和
销售管理等一系列全产业链条式工
作，不仅解决了峰源乡荒田无人开垦
的难题，还为强村公司创造了一笔不
菲收入！”盘算去年的账单，峰源乡副
乡长郑昆捷满心欢喜，项目实施后、
峰源乡实现了每年增收30万元以上、
村集体增收15万元以上、务农农户增
收10万元以上、种植大户户均增收10
万元以上“四个增收”，成功带动峰源
乡4个省定薄弱村经营性收入从全区
末位跃入 20 万元以上的上游区位。

“土地流转+强村公司”的创新模式，
演绎出“一地生四金”的“共富答案”。

不仅土地流转能做“加法”，村里
的闲置农房也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
突破口。

去年10月，莲都区成功与莲城公
证处、淘宝平台、莲都区全体区级和
乡级强村公司共同签订“四方协议”，
在全市首创“四方联动制”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网络竞价合作模式，依托大

数据平台，引入VR全景技术等现代
工具，推动交易数字化、公证化快速
发展。在云验货、云交易等模式接连
涌现下，农村闲置资产实现了处置效
率、成交溢价率“双提升”，村集体资
产迎来了“身价”暴涨的黄金时代。

去年“双十一”期间，丽水首宗农
村闲置资产线上拍卖在淘宝平台开
拍，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强村公
司+”“数字化+”等改革实措落地，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

“小”农房成了盘活农村集体闲置
“大”资产的改革“加速轮”。截至目
前，全区已通过自营、出租、合作经营
等多种形式盘活闲置农房 1736 宗，
占地面积 281.86亩，建筑面积 376686
平方米，价值 5825.7万元。

为解决村集体经济贷款难问题，
莲都还在金融服务方面做“加法”。

“银行提供的 1100 万元低息贷
款犹如一场及时雨，有力化解了集体
经济发展融资难题，为项目推进装上
了‘马达’。”莲都区仙渡乡副乡长陈
仕深有感触地说。去年，仙渡成功争
取到总预算 4450万元的省级革命老
区项目，将打造出一条全新的甘薯全
产业链条，拓宽乡内的富民强村路。
但面对上千万元的自筹资金缺口，项
目业主仙渡乡强村公司一筹莫展，幸
亏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提供了低息
贷款。“项目建成后，全乡 500余亩闲

置土地将得以全面盘活，预计可实现
年收益百万元。”陈仕表示。

紧抓全市中央财政支持金融普
惠发展示范区创建契机，唱好“区级
搭台、乡村当角儿”的金融兴业戏，莲
都成功与莲都农商银行、中国银行莲
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莲都支行等多
家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让农
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权、优质消薄项目
等资源变“资产”，有力打通了农村金
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去年以来，通过区级集中授信、
乡镇结对合作等多种方式，莲都争取
到总额 12.1亿元的授信合作、低息贷
款资金及各项金融优惠政策等，其中
4个金融支持项目已扎实落地通过。
在资金“活水”的全面滋润下，莲都

“三农”领域金融风险防御力充分升
级，莲都区农业农村发展日趋蓬勃。

“量体裁衣”式的“加法”运算
下，莲都乡村资源红利充分释放，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从“一枝独秀”走向

“百花齐放”，巡视整改的质效成果
得到持续丰富，截至去年 11月底，莲
都区村集体经济实现经营性收入
6856.16 万元，同比增长 22.06%，村
强民富的“乡村百景图”正在莲都缓
缓展开。

41个整改村经营性收入两年翻番——

莲都做强“要素加法”算出集体经济“共富账”

图为丽水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联合交警莲都大队在丽水客运东站开展春运送“福”活动。
记者 兰雷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
员 张靓）近日，市政府印发了

《关于推进“丽水山居”高质量
绿色发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了包括提升部门
推进合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等在内的八条新政，推动“丽水
山居”加快发展。《意见》将于今
年 2月 1日起实施。

《意见》要求建立“丽水山
居”高质量绿色发展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完善相关职能部门协调
联动机制，通过五年时间，重点
培育民宿综合体 100家、钻级民
宿 500 家、旅游等级民宿 150 家
以上，实现“丽水山居”营业总收
入50亿元，年均增长20%。

《意见》明确市财政每年继
续统筹安排1000万元用于“丽水
山居”高质量绿色发展，主要用
于奖补新建和存量示范项目培
育提升、集中连片民宿集群发
展，支持营销推广、品牌建设、精
品路线设计及联农带富机制建
设。同时要求各县（市、区）每年
同步统筹不少于200万元资金。

在强化产业要素保障方面，
《意见》鼓励金融机构放宽“丽
水山居”融资条件，通过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等多种形式
对项目贷和经营贷进行贴息支
持。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提供融资增信，继续推行“民宿
保”公众责任险，创新农房租赁

方式、探索延长租赁期限，鼓励
各地有效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
地用于“丽水山居”高质量发
展，在符合规划前提下，利用周
边空地、荒地、林地搭建相关设
施。

在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方面，
《意见》明确优化“丽水山居”证
照办理流程，推动“丽水山居”
全生命周期一件事进入地方数
字化服务平台，优化“丽水山
居”必需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审批服务。

《意见》支持提升产业发展
水平，包括开展“丽水山居”经
营管理人才及“乡土”系列培
训，不定期组织赴台团组交流
和结对活动。引导民宿业主围
绕“五心”“十有”要求，开展相
关活动。

《意见》明确推动丽水“山”
字系品牌融合发展，把“丽水山
居”打造成为“丽水山耕”“丽水
山景”“丽水山路”等乡村旅
游、生态康养的支撑节点和乡
村文化展示基地。构建主题突
出、产品多元、服务规范、特色
鲜明的现代优质“丽水山居”产
业体系，打造一批全国知名的
品质、美学、生活、共享民宿，促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我市八条新政支持
“丽水山居”高质量绿色发展

将于2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1月
6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专题研
讨交流会举行。会议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
合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
扣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的部署
要求，贯彻落实市委听取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后的指
示要求，回顾总结 2022年工作，
系统谋划 2023年目标任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锋主
持会议并讲话，各副主任结合
分管工作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登高望远，从战
略的高度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精髓要义。把握
人大工作的政治性，坚持党的全
面绝对领导，做到坚决维护党的
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切实把坚持
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始终，
确保人大工作与各项中心工作同
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尊崇人大
工作的法治性，做到依法履职依
法行权，确保宪法赋予人大的职
权得到正确行使，人大制定的法
律法规和作出的决定决议体现人

民意志，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
运转。坚持人大工作的人民性，
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全面提
升乡镇（街道）和开发区人大工作
水平，不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
智的工作机制，丰富基层民主实
践的形式和内容。

会议要求，要脚踏实地，从
策略的角度把大会精神转化为
做好人大工作的强大动力。做
到把握工作主动，确保工作项目
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在
选题数量上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质
量上确保选题精、工作专、效果
实，在全省人大系统形成一定影
响力。加强队伍建设，对于人大
干部队伍要讲究规范，形成充满
活力、务实高效的运行机制；“三
专”队伍要激发活力，充分发挥
他们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通
过“借力、合力、全力”扩大人大
工作社会影响力。处理好监督与
支持的关系，将“统筹、整合、联
动”理念贯彻到位、贯穿始终，既
关注民生小切口，更聚焦发展大
场景，整合力量为我所用，联动上
下左右共同开展，形成人人参与
的合力，发出凝心聚力最强音。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专题研讨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
员 吴晓群 李泽华 吴明标）“浙
江真好！一群人带富一帮人”

“生活在这个村子的老人一定
很幸福！”……日前，冲上全国

“热搜榜”的庆元县江根乡上杉
坑村不仅引来全国“1亿+”的围
观，而且还受到了包括人民日
报客户端、新华网、新华社在内
的 80多家主流媒体的点赞。

得益于两位乡贤投资发展
起来的油茶产业，上杉坑这个
浙西南偏远山村，不仅让村里
一群平均年龄“60+”的留守老
人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而
且吸引了浙闽边界 5 乡 25 村的
留守老人一同致富，共同记录
下幸福的“共富账本”，这着实
让全国网友羡慕不已。

“全国很多媒体都希望了解
更多有关‘共富账本’的故事。”
上杉坑村村党支部书记胡光海
告诉记者，随着丽水本地媒体
报道了村子为 200 余位留守老
人发工资的新闻后，迅速引起
了中国之声、浙江卫视等主流
媒体的关注，相继大篇幅报道

了浙闽山区留守老人共富的相
关内容。“老人们看到自己上了
电视，别提多高兴了。”

不仅如此，连日来，人民日
报客户端、新华网、新华社、美
丽浙江等 80多家新媒体平台也
纷纷转载报道。2022年 12月 31
日当天，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
搜，热搜榜一度跃升至全国前
20，稳居丽水同城榜第一名，累
计阅读量很快破亿。在抖音平
台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也达
到了千万次。

“其实这不是村子第一次上
热搜了，从 2019 年发放 45 万元
工 资 ，到 2020 年 的 100 万 元 、
2021年的 200余万元，再到现在
的 600余万元，村里油茶基地的
发展有目共睹。相信乡亲们的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胡光
海介绍，2023年，村里计划再种
植 2000 亩油茶，继续将油茶经
济做大做强，让百姓的共富路
越走越顺。

据悉，2022年，庆元县已累
计为浙闽两地的留守老人发放
工资 4000余万元。

80多家主流媒体点赞浙闽“共富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