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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全省一流乡村振兴示范镇和“中国营地之乡
中国营地之乡、
、中国研学小镇
中国研学小镇”
”工作目标

为推动共同富裕争当星城范例贡献“洞桥力量
洞桥力量”
”

洞桥美丽乡村
记者 温欣欣 王杰 实习生 王子豪 通讯员 项轶帆 陈姗

7 月 16 日，富阳区委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全省共同的光荣任务，富阳将坚定不移推进产业新动能、
城市新轴线、发展新环境立起来，高水平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星城范例。
位于富阳西部的洞桥镇，于 7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深度解读了区委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坚持“立起来、一体化、共富
裕”与洞桥实际发展相统一，紧扣全省一流乡村振兴示范镇和“中国营地之乡、中国研学小镇”工作目标，以党建为引领，凭借“营地+”
“+营地”的创新经济模式，打造
营地经济
“共富链”，
为富阳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星城范例贡献
“洞桥力量”
。

“青村”党建引领共富路
今年上半年，洞桥全镇社会经济事业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形势喜人，重点项目推进有力。
取得良好成果的背后，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洞桥镇持
续深化党建引领，从创新机制、提升队伍、完善阵地、
厚植内容入手，全力打造营地之乡“青村”党建品牌，
使乡村发展永葆青春活力。
积极创新机制，筑强“青村”党建堡垒。活用“三
榜”联动新机制，围绕具体化、清单化的“青村”目标，
揭榜挂帅定任务，亮榜晒绩比赶超，用榜奖惩明导向，
全镇 48 个重点项目和改革任务实现揭榜挂帅；共建区
域党建联盟，创新采取“组织联建、活动联办、项目联
推、经验联学、资源联享、发展联动、协同联制”
“七联”
举措，以轮值联盟长、片区第一书记制，充分发挥三溪
片、洞桥片、贤德片等 3 个片区内行政村、企事业单位
的聚合效应，进一步激发片区“青村”党建活力，并将
之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借助“青村”党建品牌，洞桥镇还充分利用好山水
及营地资源，
建成红色研学
“标杆”
线，
积极筹建
“忆百年
峥嵘，
恰洞桥花开”
为主题的
“红色富春山居馆”
，
以此为

探索营地经济
“共富链”
核心串联“施肩吾纪念馆、乡村振兴馆、洞桥文化馆”
等
9 大场馆，
形成独具洞桥特色的红色研学标杆线路。
在少年国防教育军营地打造红色研学“标准”营，
组织全镇千名党员开展“我们在营地学党史”活动。
从今年 5 月至 7 月中旬，接待各地研学人员共 3000 余
人次。在此基础上，持续研发集“学、悟、干”为一体的
情景式课程体系，打造高辨识度、高参与度、高满意度
的“三高”
红色教育阵地。
此外，洞桥组建了涉及各年龄、各领域，以青苗、
青花、青松、青创、青廉为核心的“青村”宣讲团，至今
已开展宣讲活动 100 余场，有效凝聚了党建引领“青
村”
共识。
在这里，还有营地之乡产业联盟党支部、商会党
支部等相继成立，以党建引领村民奔向共同富裕。位
于枫瑞村的 200 余亩水果基地，由商会党支部积极引
进乡贤企业家进行承包与开发。该项目自带上下产
业链，不仅有效解决了村内闲置土地的利用问题，还
为不少村民们解决了就业难题。

“新四军”培育共富头雁
在洞桥镇，有一位来自杭州的姑娘，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村里的小方”
。
小方全名方梦翌，1990 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
建筑学系并获硕士学位。2017 年，对洞桥自然环境及
人文底蕴一见倾心的她，在导师的帮助下，与几位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扎进山野乡林间，创立了“野生君”自
然营地教育品牌，拉开了以首家专业运营机构身份研
发和开展新劳动教育及自然营地教育活动的序幕。截
至目前，
“ 野生君”在富阳共拓展了 10 个乡村基地，开
展 300 余场营地活动，服务约 2 万名中小学生及成人团
队，带动农户和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150 万元。
同时，在导师的带领下，她还和团队在洞桥开发运
营“山也度·塘湾里”未来自然社区项目，项目遵循“文
脉传承、场地修复、功能活化、促进共生”为主的构建理
念，规划融合创想公园（含院士工作室）、院士大讲堂、
自然营地、民宿集群、创意农场、企业家研习所、艺术工
作坊等多种功能及产业业态。
“不仅能为老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还能为这

里引入了不少新村民，比如院士、农创客、企业家、科
技人才、文创人才等，都是未来自然社区的共建人。”
方梦翌介绍，目前首家杉上酒店已正式开业，野奢的
配置、古朴的建筑特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入住体
验。创想公园将于今年 9 月底开始试运营，二期也正
在建设推进中。
近年来，洞桥镇十分重视人才引育，凭借优越的
生态环境和政策优势，组建了高校系、乡贤系、创客系、
融媒系（
“新四军”
）四大系人才队伍，成为富阳区“新四
军”乡村振兴人才体系的首创地，更为富阳争当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星城范例培育共富头雁。
经乡贤牵线，洞桥镇已先后引进或意向引进项目
18 个，涉及总投资 3.7 亿元，乡贤参与各类强村富民活
动 30 余次；创客系人才培育了新劳动教育、精品民宿、
农特产品经营主体超 160 户，年接待游客 32 万余人次；
融媒系人才积极参与建设“村播”学院，打造有洞桥特
色的网红队伍，打响中国乡村振兴论坛、
《洞桥好营地》
等特色品牌。

2019 年，洞桥镇提出打造“中国营地之
乡、中国研学小镇”的目标，成立了“营地之乡
产业联盟”。产业联盟由洞桥镇域范围内各
类营地及民宿、餐饮、电商、特色农业等配套
产业组成。目前，共有成员单位 60 余家，其中
民宿 17 家。
而在营地之乡产业联盟的推动下，洞桥
镇也凭借“营地+”
“+营地”的创新经济模式，
形成了一条营地经济“共富链”，不仅让营地
之间实现互联互动，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实
打实的好处。
营地之乡产业联盟负责人、少年军（富
阳）国防教育训练营地负责人朱涛介绍，通过
产业联盟，营地间形成了良好竞争关系，互联
互动互相促进；营地与产业联盟其他成员，如
民宿、采摘基地等形成互动协作关系，抱团联
动发展；营地还积极带动农户一同参与活动，
通过营地+农事体验的模式，培养了一批批
“村民老师”
。
“每逢营地旺季前，产业联盟内的各营地
都会进行联合营销及宣传，确保宣传范围更
广，营销效果更好；与其他联盟成员之间，我
们则推出营地+民宿体验、营地+采摘游等多
种模式，让营地成为民宿、农户的后花园，扩
大联盟内成员的接待能力与接待水平。借鉴
‘野生君’一直沿用的营地+农事体验模式，我
们培育了上百户‘村民老师’，将营地扩展到
村民家中，
带村民奔向共同富裕。”
朱涛说。
据悉，
“营地+农户”一方面为青少年提供
更真实的农事体验场景，带动学农教育的发
展；另一方面带动农户共同致富，每接待一名

孩子，可获 40 元补助，每年可为农户创收 100
余万元，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可以说，营地经济“共富链”是一剂强心
剂，它以产业联盟为载体，统一管理，营地为
其他市场主体导流，其他市场主体作为营地
配套，
相辅相成。
洞桥镇还与中国联通杭州分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加快推进乡镇驾驶舱和数字新基
建建设，
以数字化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完成智
慧旅游
“微网站”
建设并上线运行，
覆盖景区导
游、
美丽乡村、
美食民宿等板块。继续做透
“营
地+”文章，启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的“智慧营
链”建设，推进营地和村集体、农事体验户、游
客、其他旅游经营主体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
营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
杭州国际青少年营地二期、少年军营地二期、
山也度·塘湾里营地聚落、
嘟嘟村营地、
小主播
研学营地、小浣熊营地、岩岭湖垂钓营地等营
地项目，
努力增强营地经济新动能。

山也度塘湾里效果图

全力推动民生更富足
区委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
推动共同富裕争当星城范例，要优化公共服
务，
推动民生更富足。
环境就是民生。今年以来，洞桥镇坚持
环境立镇，展现“最清洁”乡村新面貌。立最
高标杆，紧紧抓住风情小镇、未来乡村、标杆
点线等项目建设契机，全力打造“最清洁、最
有序、最生态、最美丽”的镇域环境；建最优机
制，实行“最清洁”乡村三三制比武（每村分三
个区块、每月一比、三个月一轮），建立区块轮
动、明查暗访、亮榜晒绩等长效制度，确保“最
清洁”乡村建设久久为功；造最浓氛围，压实
一把手责任，充分发挥镇村干部、党员及妇联
执委的模范带头作用，营造干群共建“最清
洁”乡村的浓厚氛围，加快让“最清洁”形成共
识、成为常态。
不仅如此，洞桥镇联合万市派出所成立
营地警校，各相关基层单位及营地之乡产业
联盟共同参与，组织开展多项安全教育培训
与宣传、警民联动平安巡防、公共事务应急协

助、社会志愿服务，借力助推平安洞桥建设，
全力把洞桥打造成为全国首个“乡村振兴警
务研学教育”
示范基地。
“多家营地年人流量超 10 万余人次，借助
营地警校的力量，平安巡防的压力得以化解，
更使得安全教育培训与宣传的面向人群更
广、效果更好。
”万市派出所副所长羊益军说。
洞桥镇还成立了少年警营，让更多青少
年及其亲朋好友知警、爱警、学警，通过教育
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在全镇掀起努力打
造平安洞桥的浪潮。
在数字化改革中，洞桥的表现也是可圈
可点。
“富春智联”平台覆盖扎实推进，全区试
点村——大溪村完成认证农户 514 户，认证率
为 100％ ；全 镇 认 证 户 数 5183 户 ，认 证 率 达
97.13％。
洞桥镇负责人说，回望来时路，披荆斩
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展望新征程，继续努力，
咬住目标不放松，埋头苦干，为打造全省一流
乡村振兴示范镇而努力奋斗。
（本版图片均由洞桥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