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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
区委一届三次全会和富阳两会指出，2018年是富阳负重前行、攻坚克难、全面转型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坚持“三看四态

促转型”不动摇，坚定发展方向不回头，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持续高质量打好转型攻坚硬仗，全力加快建设
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本期邀请大家结合实际，畅谈富阳如何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

■下期继续邀你结合区委一届三次全会报告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畅谈富阳如何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评论必须是原创。一经使用，稿费从优。投稿地址：QQ（12062980），邮箱（12062980@qq.
com），微信（sxy13968193919）。投稿时请注明姓名、联系方式、地址。

坚持科学规划，凸现地域特色
□在路上

去邻县游玩，总感叹于当地小城镇
的建设之美，高楼林立，整齐划一，干净
整洁，绿树成阴。反观咱富阳区，除了
主城区和新登城区，号称这么多街道，
可城在哪儿？只见“道”，不见“街”，不
见传统意义上的城。确实有点自惭形
秽。

建设一批有档次、有内涵的小城
镇，让街道之名宾至实归，已刻不容缓。

富阳要向哪里走？区委已提出了
建设“一江带城、南北呼应，山水相依、
产城融合，现代气派、田园风光”的大都
市新型城区这一总体目标，坚定不移朝
着成为杭州大都市重要一极的方向努
力。这是立足富阳区位、根据实际、经
过深思熟虑的智慧结晶，明确了富阳城
镇建设的大方向、大思路。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走？窃以为
须坚持“三走”：

必须走规划科学、规划领先、规划
法制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屋建
瓴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
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
的忌讳。”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也说过，
对一个城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建筑，
而是规划。确实如此。富阳城区的“断
头路”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是规划滞
后或规划执行不力所造成的，以致要付
出极大的代价去弥补、挽回。主城区的
街道几乎没有一条是笔直到底的，大多
顺房势而为，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的美感
度和美誉度。本届政府以断腕之心、铁
腕之力，实施城市有机更新、打通“断头
路”、拆除违建、着力“三美”建设，城乡

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嬗变，获得了百姓的
普遍点赞。我们期待把整个富阳作为
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不突发奇想，不
零打碎敲，不朝令夕改，而是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境界一茬接着一茬踏踏实实
地干，干出富阳一番崭新的新天地。

必须走要素集约配置、突破区划分
割之路。作为“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富
阳，集约用地是不容置疑的城市建设原
则。一方面，引进的产业和项目亟需大
量用地，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村人口
向城市迁移，乡村空巢化越来越严重。
土地、人口、产业要素集约化既是当下
形势所迫，也是加快城市化的必然要
求。客观而论，富阳目前乡镇设置过多
过小，不利于集约化、规模化建设。而
像临安、慈溪等地已没有乡建制，全朝

着小城镇目标发展。我们须以规划为
统领，以美丽为目标，突破旧有的区域
与行政分割，有理、有节、有序、有力地
开展小城镇建设和乡村面貌整治，特别
是除主城区外的其他街道，须适度聚
合，有机整合，合理配置，大力整治无
序、无规、乱建、滥建的行为，使街道之
名真正名副其实。

必须走凸现富阳元素、具有地域特
色之路。城镇建设的千篇一律，被人诟
病。我们的小城镇须以人为本，以宜居
为核心，以绿色生态为主色调。在城镇
中住得舒心，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是城镇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
的小城镇须以富春江为主背景，突出山
水特色，体现江南韵味。正如区委一届
三次全会强调的，真正把富春江作为富

阳城市发展的灵魂，坚定不移推进“拥江
发展”战略，坚持江南江北联动呼应发
展，努力把富阳的山水、环境、空间、人文
等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我
们的小城镇须追求建筑特色，符合地域
环境、文化特点，具有整体风格色彩和审
美意蕴，讲究每个精致细节——每一处
建筑都应该是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的艺术精品。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
好。”可以想象，通向美好蓝图的路很
艰难，也很曲折，并非一蹴而就能实
现。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走不通的
路，只有不敢走的路。只要上下同欲，
群策群力，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一定
能走出一条令富阳人民自豪的康庄大
道！

唯有奋斗，才能接近梦想
□仲芷菡

深刻变革的2017年，富阳坚持“三看
四态促转型”，以“干、实干、干漂亮”的精
神状态，各项事业打开新局面，一年破题
的目标基本实现。

全面转型的2018年，富阳前进的道
路依然不平坦，各项“硬骨头”等着我们
去攻坚，“大美富阳”离我们还很远，停下
脚步则意味着前功尽弃、倒退落后。

继续发扬过去的实干快干精神，在
新时代里干出一番新作为，是摆在我们
每个人面前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年贺词中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奋斗”，依然是我们回答时代之问
的最强音。

满怀信心拥抱富春江。600多年前，
画家黄公望用一幅写意的《富春山居图》
勾勒出富春江绝美的山水文化。而今，
利用好富春江、依托于富春江，实施拥江
发展战略，努力把富阳的山水、环境、空
间、人文、区位等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
强大动力，成为我们的最佳选择，这是关
乎城市发展的“一盘棋”，也是造福子孙
后代的大计。

规划虽然美好，但是离成为现实还
有百步要走。江南如何转型、高新企业
如何引进，秦望区块“城市眼”怎么打造、
临江业态如何布局，所有这些都需要我
们细细思量、一砖一瓦地将其变为现
实。以江为核、寻梦未来，拥江发展战略
坚定不移的背后，需要的是迎难而上的
勇气，是敢为人先的魄力，是开拓进取的
志气，是不破不立的信心，是每个人参与
其中的合力。

坚定决心拥抱大都市。“后峰会、前
亚运”时代，城市与城市的竞逐速度将会
更快、城区与城区的比拼将更加激烈。
富阳面临着承接杭州主城区优质资源要
素辐射的机遇，但同样面临着兄弟区（县
市）“虎口夺食”的激烈竞争态势，标兵渐
远、追兵渐近的形势逼人。

我们要想真正成为大都市的重要
一极，只有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劳、谋
划的比别人更加长远、行动的比别人更
加超前，大干快干、只争朝夕，才能抢抓
省市重大战略部署、重要政策调整“窗
口期”，以及交通融杭等千载难逢的机

遇，加快“撤市建区”的速度，快步融入
大都市。

不忘初心拥抱新时代。历史的接力
棒，从一代人传递到一代人，这是巨变涌
动的迭代时间，是追梦无穷的重要节
点。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我们只有树立更加强烈的危机意
识，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才能领略时代
要求、跟上时代步伐、勇立时代潮头。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回应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以都市化的新经济推动城
乡形态和环境生态不断转型，任务艰巨
而繁重，哪一步断档、稍微作停留，就会
跟不上趟，被新时代所抛弃。

“纸上谈兵不如下马服务”，“喊破嗓
子不如甩开膀子”，富阳美好的明天，从
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唯有从
今天起，你我努力奋斗，脚踏实地地干，
雷厉风行地干，掷地有声地干，干在每一
天，干好每件事，才能加快建成大都市新
兴城区。

拥江发展
对于富阳来说，拥抱

富春江，就是要树立更加
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对富
阳未来负责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真正把富春江作
为富阳城市发展的灵魂，
坚定不移推进“拥江发
展”战略，坚持江南江北
联动呼应发展，努力把富
阳的山水、环境、空
间、人文、区位等优
势转化为推动发展
的强大动力。

念好“三字经”，建好江南城
□李治钢

全面拥抱富春江，推进拥江发
展战略，把江南新城打造成为产城融
合发展示范区，已是富阳当前最热门
的话题之一。特别是随着江南新城
建设誓师大会和区委一届三次全会
的先后召开，更标志着江南新城建设
正从以前的“坐而论道”，进入“起而
行之”的实施阶段。

富阳是杭州加快城市国际化、建
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富
阳与杭州其他城区相比，无论从经济
基础、城市功能、规划布局，还是产业
业态、城乡形态、环境生态等诸多方
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对此，富阳提出要抢抓撤市建区
历史机遇，坚持产业转型向东看、生
态建设向西看、城市发展向南看，打
造“区”的形态、彰显“区”的特色。尤
其是坚持“城市发展向南看”，把与富
春主城隔江而望、面积达40余平方公
里的江南区块作为城市发展的主攻
方向，这既是富阳实施拥江发展战略
的最大基础和必然选择，更是杭州大
都市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能级的
必选之地。

“万丈高楼平地起。”现在，经过
全区上下的运筹帷幄、共同努力，江
南新城建设已谋好篇、布好局，即将
以崭新的姿态迈入新时代。下一步，
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念好“三字
经”，全力建好江南城，努力把江南蓝
图从规划变为现实、让愿景成为实
景。

“拓空间，优规划。”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一座沿江城市要实现新的
跨越，就必须跨江发展，带来的不仅
是城市面貌的改变，更是综合实力的
提升，像上海浦东、杭州滨江，甚至桐
庐江南区块模式就是最好的案例。
长期以来，在基础配套、环境面貌、产
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江南区块明显滞
后于主城区，“半张脸”现象尤为突
出。而主城发展空间也日趋逼仄，

“城市病”不断显现。相比之下，江南
区块交通条件优越、发展空间巨大、
山水环境绝佳，因此对富阳来说，拥
江发展既是城市建设的必然方向，也
是最大限度彰显“富春江”山水特色
的有效途径。继而根据拥江发展战
略，进一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重新
科学规划江南区块产业业态、城市功
能、交通网络、景观环境等城市发展
形态，为打造具有江南韵味的城市新
区奠定基础。

“聚要素，破瓶颈。”任何一个城
市的跨越发展，都离不开土地、资金、
人才等要素保障。江南新城建设，既
涉及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又关系到
新兴产业的引进发展，这必然需要得
到省、市甚至国家级层面的产业政
策、项目招引等方面的有力倾斜和大
力支持，以及金融资本、空间指标、科

技人才等要素保障。值得庆幸的是，
江南区块大量闲置（低效）土地和厂
房，不仅可以成为产业转型和城市发
展的可用空间，还能主动承接杭州东
部的产业溢出。通过建立工业用地
收储平台，推进低效土地开发利用，
从而强化资产抵押融资功能，激发土
地潜绩，实现以产促城，以城促产，产
城融合。同时，江南区块除了明显的
水陆交通优势，还拥有非常独特的环
境，如以富春江为核心的两岸众多岸
线沙洲、低丘缓坡、田园山水、湖泊河
流等优质资源，这都将成为江南新城
发展重要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促转型，兴产业。”江南区块作
为富阳的传统工业区，集聚了众多
的传统造纸企业，随着城市发展向
南战略的实施，要实现从工业区到
新城区的转变，必然要推进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关停或外迁，改变传
统工业现状，进行“腾笼换鸟、腾园
换凤”。在此过程中，就要发挥企业
家的主体作用，以及江南新城的区
位、空间、交通等优势，打开眼界、拓
宽路子，凤凰涅槃，深入开展精准招
商，大力引资引税、引才引智，边腾
空间边招商，通过产业集聚、技术创
新和资金投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
效，探索尝试新的产业方向，不断引
进新兴高端、智能制造和绿色环保
等主流产业，推动产业平台由单一
生产性功能向城区综合性功能转
型。同时，充分利用富春江的水资
源，修复和完善生态水系，发挥富春
江沿岸自然山水条件，积极构建“沿
江、沿山、沿路”产业带。

“强配套，展新颜。”江南新城建
设，必然是“新”字当头。加强城市设
计，提倡城市修补，加快功能配套，主
动把杭州城区的公共交通、智能信
息、学校医院等城市服务功能，以及
电商物流、金融地产等现代服务业植
入富阳江南区块，繁荣商业文化业
态。坚持高起点设计、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维护、高要求管理“四高”方
针，并持续完善，主动与其他城区无
缝对接，共建共享，从而打造都市品
质新城。同时，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
服务机制，把握好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的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
秀，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提高
江南新城的宜居宜业性，进而建设成
为“一江带城、南北呼应，山水相依、
产城融合，现代气派、田园风光”的山
水田园新城，真正体现“富阳新面
孔”，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座产
城融合、以产促城、以城促产、共融
互生的江南新城必将展现在我们面
前。

《水调歌头·拥江发展美》
□缘份天空

撤市建新区，规划谋鸿篇。
富春再绘蓝图，山水醉华年。
三看四态转型，干群同心并进，

风雨视等闲。
笑动丽颜展，歌涌浪花欢。

江南建，老城改，旧貌变。
拥江发展，两岸广厦景相连。
南北应，产城融，现代气派呈显，

田园风光艳。
富裕阳光地，惠民好梦圆。

开启“拥抱”模式，幸福就在眼前
□姜纪云

区委一届三次全会和今年富阳两
会，向全区人民吹响了2018年奋斗的号
角：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拥抱富春
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全力加快
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

开启“拥抱”模式，需要我们坚定目
标、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振信心、汇聚力
量，在打好转型攻坚硬仗中争当排头兵，立
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

开启“拥抱”模式，需要我们立足实
际、干字当头，以坚定的信仰信念带着忠
诚干，以鲜明的人民立场带着感情干，以
强烈的历史担当带着责任干，真正当好
新时代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
排头兵。

开启“拥抱”模式，需要我们压实责
任、克难攻坚，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精
神，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抓好均

衡发展，妥善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
挂图作战、强势突破，齐心协力打开崭新
局面。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2018年，我
们坚信，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
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必将取
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和更加全面的突破；
向着新的征程、新的目标大步前行，幸福
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