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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琳婷）滨富特别
合作区是全省首个特别合作区，被列
入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典型案例，也是杭州市首批缩
小地区差距领域试点项目之一，为全
国跨区域协作发展提供“杭州方案”。

2019 年 8 月 28 日，杭州高新区
（滨江）富阳特别合作区在杭州富春
湾新城正式挂牌。

滨富特别合作区总面积5.8平方
公里，是继深圳和汕尾合作设立的深
汕特别合作区、南京和淮安合作设立
的宁淮特别合作区后全国第三个、全
省首个特别合作区。

杭州高新区（滨江）富阳特别合
作区是富阳区承接滨江高新产业溢
出的重要平台，有力促进了滨江区的
创新资源与杭州富春湾新城空间资
源结合，是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抓手和路径。合作
区管理机构是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派出机构，负责产业政策制订和落
实，统筹产业项目招商、建设、管理、
运营，协调行政审批服务，富阳区负
责征地拆迁、基础设施配套、社会治
理等工作。高新区（滨江）和富阳区

着眼“全市域”“一张网”“一盘棋”，统
筹协同、联投共建、发展共享，一批标
志性重大项目的落地为建设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注入强劲动能。

滨富特别合作区的发展离不开
产业项目的发展。结合高新龙头企
业在市域范围内的产业链主导地位
和引领作用，项目落地，能够更好地
补全生产链条，从而构建更高能级、
更安全的产业链。截至目前，滨富特
别合作区已签约落地宏华数码、正泰
新能源等15个新制造业项目，已供产
业用地 1042 亩，总投资 241 亿元，列
入省重大产业项目 3 个，152 省市县
长工程项目 4 个，投产企业上规率
100%。2021 年 1—12 月完成工业投
资32.04 亿元；2022 年1—4 月完成工
业投资14.36亿元。

产业项目，凝聚着区域谋求高质
量发展的希望。为了加快项目建设，
滨富特别合作区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以全生命周期服务理念推进项目。
组建现场协调专班、人才专班、安全
生产专班、投资专班、电力专班等，通
过任务、问题、责任、时间“四张清单”
运作，协调各方资源，对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各类重点难点问题予以协调
解决，围绕重要节点与企业“同频共
振”，推进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水电
气）、资金保障、人才落地。

滨富特别合作区的成立，实现了
模式创新、服务创新、配套创新、企业

创新，为富阳引入滨江区成熟的城市
运营能力和产业培育经验，搭起了一
座桥。强化跨区域合作配置创新要
素，深化区域经济和科技一体化发展
的创新机制，为杭州富春湾新城打造

“未来之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昨日上午，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和《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
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亮，副
主任胡志明、郎卫国、裘富水、孙洁、王
龙华参加，副区长俞小康陪同。

检查组一行先后视察了东洲街道
黄公望村、大源镇蒋家村，详细了解未
来乡村建设和新时代美丽乡村标杆点
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区政府
关于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贯彻执行
情况汇报，参加会议的区人大常委会委
员、区人大代表围绕产业发展、乡风文
明、生态宜居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会上，徐林亮对我区“一法一条例”

贯彻执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指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对照“一法一条
例”高标准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在
实践、理论、荣誉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下一步，要加强对现代化农
业龙头企业的引导扶持，加大对导入性
强的文旅产业的引育，强化对引领性强
的未来乡村培育，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徐林亮要求，要坚定“常、长”理念，
切实增强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要充分认识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善于统筹兼顾，用好用活优惠政策、集
体智慧和生态环境优势，推动实现农民
富、农村美、农业强。要坚持“保、育”并

举，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方向路径。坚
决守住“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
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三条底线，以“一法一条例”
为指引，全力推动乡村实现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各领域系统提升，奋力
开创乡村振兴新格局。要突出“景、人”
共生，真正激活乡村振兴的活力密码。
按照未来乡村“五化十场景”的总体要
求，扎实做好“建场景、聚人气”两篇文
章，打造以人为核心的乡村现代化基本
单元，吸引外出人才回乡和引导社会优
秀人才下乡，通过人气聚集带动村集体
经济增收和农民致富，激活农村的创新
活力。要注重“学、用”相长，有效推动
乡村振兴的促进保障。要认真研读相

关法律法规，学深悟透，融会贯通，通过
学习切实找准执法检查工作的切入点
和结合点，用好综合性责任落实推动机
制、要素保障机制，理清职责边界，充分
发挥“一法一条例”在乡村振兴中的法
治保障作用，为全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
贡献。

俞小康代表区政府作表态发言，他
表示，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将按照执
法检查意见，逐条进行梳理分析、归纳
吸收，做到思想认识再提高、体制机制
再创新、工作手段再强化，严格贯彻落
实法律有关精神和要求，压实责任、聚
集资源、整合力量，不断增进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坚持法治引领 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首场乡镇
“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召开

现场回应企业家
问题及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蒋华丽）近日，
2022年度首场乡镇“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
暨滨富特别合作区重点企业座谈会在灵桥镇召
开。区工商联、区服务企业办、富春湾新城管委
会、滨富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大源税务所负责人
及12位企业家代表参会。

“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是一座连接党
委政府和民营企业家的桥梁，通过这个平台，面
对面听取意见、面对面解决问题，会议收集的相
关问题将进行闭环反馈。2021 年，区工商联在
全省率先将“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机制向
乡镇基层延伸，创新举办全省首场乡镇“亲清直
通车·政企恳谈会”，打通“亲清直通车”机制在
基层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此次会议也是乡镇
商会按照主题、形式、内容、管理“四统一”的要
求，要求举办的今年乡镇第一场、全区第四场

“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
会议传达上级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分

析解读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重点。富芯
半导体、宏华软件、新亚低温、金山仪表、立利
冷轧、富伦生态、欧星环美、飞旋科技、矩兴建
材、佳兴镀锌等企业负责人相继发言，针对企
业供应链畅通、用工成本上升、“留心留根”政
策兑现、减税降费政策，人才房安置、产业链配
套、园区市政配套等方面的难点、痛点提出诉
求及建议。 企业家代表纷纷表示，在企业相
对困难的背景下，灵桥商会搭建政企交流的平
台，这样的形式很好，也很及时。企业家代表
希望恳谈会能一直保持下去，以推动企业平稳
发展。

富春湾新城管委会、滨富合作区管委会、大
源税务所、灵桥镇相关负责人对企业有关困难
和诉求做出回应，并对相关助企纾困政策做解
释说明。区经信局（区服务企业办）介绍服务企
业办的职责和运行机制，并现场回应企业家们
提出的相关涉企政策问题及意见建议，鼓励企
业提振信心、练好内功、共克时艰。

滨富特别合作区加快形成共同富裕标志性成果

为全国跨区域协作发展提供“杭州方案”

滨富特别合作区是杭州探索区
域协调发展的“试验田”，也是贯彻落
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
要举措。滨富特别合作区挂牌成立
后，一个个优质的高新产业项目落
地，合作区内塔吊林立，满目皆是生

机。随着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要
素向特别合作区辐射，富阳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一场产业转型升级的区域
协调发展之路，正在杭州富春湾新城
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3 年多时间，滨富特别合作区始

终坚持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创新体制
机制，担起责任使命，助推特别合作
区内的企业更大更强，为创业者提供
更加宜业宜创的环境，推动两区发展
实现共赢，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实践样板。

如今，这片“大工地”在迈向共同
富裕的新征程上，不断探索新实践、
新路径，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本
盘，创出高新特色，打响合作区品牌，
加快形成共同富裕标志性成果。

记者手记

编者按：2021年5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7月，富阳成为全省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领域
的首批试点。

一年来，富阳上下齐心，积极探索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单元建设，努力描绘百姓可看可触可感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美景。今起，本报陆续刊发相关报道，
从小处着手，讲述共富做法，总结富阳经验。

石岗山隧道右线顺利贯通

新中线（太平至中埠大桥）
预计8月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胡爱雅）记者从

富阳交通集团了解到，作为新中线（太平至中埠
大桥）工程的节点性项目，石岗山隧道右线已于
近日顺利贯通。这为整个项目按计划于今年8
月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新中线（太平至中埠大桥）工程是富阳交通
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亚运综合项目的重要节
点工程，该项目的建成有利于完善春江街道及
环山乡区域路网，缓解周边区块交通拥堵。

新中线（太平至中埠大桥）工程起点位于春
江街道南峰新村，通过处于设计阶段的富春江
两岸贯通项目（南线）—太平堤段项目与现状新
中线顺接。项目按六车道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
路功能要求进行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
30米和35米。

其中，石岗山隧道连拱式隧道（双洞），于
2021年10月20日爆破开挖，经过7个月的建设，
右线已于今年5月20日顺利贯通。目前左线剩
余140米左右，预计6月底可以贯通。

滨富特别合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