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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的实践成效
德清县近年来以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为目标，

通过政府主导、政策驱动，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强化

整合、统筹协调，不断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的体制机

制，在总结前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按照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建设要求，编制完成《德清县美丽乡村升

级版战略规划（2016—2020）》，指导新一轮美丽乡村

升级版建设。全县按照战略规划开展了“绿美乡村、

共富乡村、人文乡村、智慧乡村、乐活乡村、善治乡

村”六村行动计划，取得了六个方面的初步成效。

（一）大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农韵的

绿美乡村

围绕“县域大景区”的构想，按照“点上出彩、线

上成景、面上美丽”的总体要求，“点线面”结合全面

提升县域美丽度。一是开展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和

示范乡镇创建。成功创建11个县级精品示范村、107

个市级美丽乡村、11个省级以上美丽宜居示范村和6

个美丽乡村示范乡镇。二是打造美丽乡村风景线。

按照“串点连线成片、整体耐看可游”的要求，高标准

建设环莫干山异国风情景观线、中东部历史人文景

观线、蚕乡古镇景观线、防风湿地景观线、水梦苕溪

景观线等5条各具风情的景观线，把美丽乡村“盆景”

串成“风景”。三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以“五水共

治”、“四边三化”、“三改一拆”、大气污染防治为抓手，

打出一系列环境整治“组合拳”，有效改善城乡环境

面貌、优化生态环境，成功创建全国生态县。创新实

践“九法治水”，全面落实“河长制”，完成“清三河”治

理任务。坚持“一根管子接到底”，大力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实现治理村全覆盖，在全省首创县、镇

（街道）、村、农户及第三方“五位一体”长效运维管理

模式。坚持“一把扫帚扫到底”，全面实行城乡一体

的环境卫生管理体制，城乡垃圾收集覆盖率和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二）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建设共创共享的共富

乡村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依托

美丽乡村发展多种业态的美丽经济，推进“美丽田

园”建设，促进“美丽农业”发展，带动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实现农民共创共富。一是推动都市型高

效生态农业发展。德清大力实施农业“两区”建设，

积极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全链发展、功能融合发

展，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居浙江省各县（市、区）第一

位。培育壮大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现有县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12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59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2家、经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数276

家。二是提升新型业态发展水平。乡村民宿业蓬勃

发展，培育了以裸心谷、法国山居等“洋家乐”为代表

的350家特色精品民宿，带动了76家休闲观光农业

园区，2015年度实现农洋家乐经济营业总收入7.05

亿元，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三是

实施“富民强村”工程。县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帮扶转化、村级集体

经济创收项目建设，提升村级组织的“造血”能力和

整体服务功能。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按

照“一户一策”的要求，提升收入水平。2015年，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34元，同比增长9.3%，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15元，

低保覆盖实现应保尽保。

（三）弘扬农村文明乡风，建设文化为魂的人文

乡村

深挖德清特色文化，充分发挥历史文物、文化风

俗的文化价值、景观价值和经济价值，积极培育历史

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美丽乡村。一是推进乡

村文化建设。在全国首创农村“和美乡风馆”，并大

乡村复兴的过程，是中国乡村重生和新生的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乡村复兴应

该涵盖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下一步重点是要推进乡村建设提升工程、乡村产业振

兴工程、乡村文化复兴工程、乡村生态勃兴工程、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和新型农民培育工程

从德清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看乡村复兴之路

顾益康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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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0

家，实现乡村文化从“送”到“种”。二是积极筹划敬

农文化节。以“崇农、爱农、兴农”为主题，展现德清

美丽乡村和现代农民风采，挖掘德清农业文化深层

内涵，筹划“中国（德清）敬农文化节”主题活动，全面

塑造美丽乡村的敬农文化主题，强化“以德务农、依

法护农、顺天敬农”的思想理念。三是加强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利用。大力开展民国风情—燎原村、爱情

小镇—蠡山村、防风古国—二都村3个历史文化重

点村建设，编撰完成德清县历史文化村落故事集，建

立“千村档案”。

（四）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互联网+”的

智慧乡村

抓住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契机，启动

“美丽乡村+互联网”项目，让美丽乡村插上互联网的

智慧翅膀。一是以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带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建成淘宝“德清馆”农产品销售平台，

大力培育电子商务特色村，全县行政村以淘宝商店

和丰收驿站为主的电子商务平台全覆盖，完成农村

电商服务站192家。二是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大

力发展智慧农业。全县落实智能化农业生产园区2

个、物联网示范点6个，德清绿色阳光农业生态有限

公司建成高档花卉生产温室实施智能化控制系统，

用手机APP进行管理，小根鲌颡渔业示范区等组成

的德清新港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智慧渔业的示范

生产区，给农业园区、鱼塘连上“智慧”翅膀。三是把

互联网用于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创新

机制、整合资源、完善程序、健全制度，努力打造“高

效、快捷、便民”的新型乡村公共服务模式，实现各类

服务“一卡通”。

（五）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城乡联姻的

乐活乡村

德清作为全省唯一的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县，承

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赋予农民对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等14项国家级、25项省级改革试

点，取得明显成效。一是深入推进“新土改”。以产

权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改革，通过确权、赋权、活权、保

权，将农村死产变为活权、活权变活钱，切实助推农

民收入增加、改善生产生活。全县土地（林地）承包

经营权100%确权，宅基地100%确权发证；全县农户

100%完成农房所有权颁证；村（社区）集体经营性资

产股份制改革100%完成。村土地（林地）股份专业

合作社100%完成组建。同时打造全省首个四级联

动的农村产权交易示范平台，在全国率先敲响“农地

入市”第一槌，撬动农村沉睡资产。二是积极开展

“新金改”。以省金融创新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在农

村产权全面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推动金融下乡、发展

普惠金融等途径，为农民致富、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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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贷保障和高水平的金融服务。成立浙江省首家“道

德银行”，根据道德积分对农户实施信用评定和政策倾

斜。12家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2962户，

金额8.47亿元。三是持续深化“新户改”。2013年9月

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梳理

以不同户口性质划分而区别实行的公共服务类型，实现

12个部门33项政策全面并轨，逐步消除了依附于户口

上的城乡差别待遇，真正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六）巩固社会和谐成果，建设服务臻美的善治乡村

持续深入推进“平安德清”建设，全力构建法治、德

治、自治“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持续深化“驻村连

心”“返乡走亲”等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创新推行“乡贤

参事会”“便民36条”等基层自治做法，进一步提高社会

治理能力，实现了平安建设的“十一连冠”。一是以“立

德、立言、立业、立境、立信”五立评价标准实施美丽家庭

创建活动等为载体，开展万个美丽家庭创建活动，落实

美丽乡村“共建共享共美”的建设机制。二是深入开展

“十线百村”党建提升工程，软弱落后村“一村一策”整改

转化到位，县镇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全面

落实。三是深入开展全民道德教育，设立全国第一个

“公民道德教育馆”，创新推出“百姓设奖奖百姓”，根据

道德模范感人事迹编排成越剧《德清嫂》登上国家大剧

院的舞台，形成公民道德建设中独特的“德清现象”。

美丽乡村建设走向乡村复兴的新趋势
德清美丽乡村升级版的建设是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化和提升，美丽乡村升级版

的打造实际上也是在城乡融合发展新背景下一次更深

刻的乡村大变革，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德清农村状况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乡村改革发展的

轨迹，有助于展望未来美丽乡村发展的趋势。回顾改革

开放以来德清乡村的改革发展与建设的历程，大致上可

以概括为三个变革阶段：

一是乡村裂变阶段。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和“放活”农村经济的政

策，在此变革背景下，德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个私经济

和民营经济，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乡村能人

纷纷到城市发展，促进了农民的分工分业分化，农村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进了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

水平的整体提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乡村资源要素流失

特别是农村优质劳动力减少的负面效应，出现了农业劳

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阶层分化的现象，农

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一时期部分农村衰落，

农村生态污染逐步加重，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日益突

出，农村经历了希望与阵痛并存的乡村裂变阶段。

二是乡村蝶变阶段。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做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新阶段的科学判断，开始实施统筹城

乡的发展方略，强调要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的发展机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这

一论断指导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倡导在全省实

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先于全国开展了全面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农村环境整治为重点，促进城

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

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德清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精神，在全县开展了以创建“和美家园”为特色的村

庄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新农村建设。2008年浙江省委

提出把美丽乡村行动计划作为深化“千万工程”的发展

目标，德清在实施美丽乡村行动计划中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成为全省美丽乡村示范县的领先者，德清农村率

先实现了由暮气沉沉的失落乡村向生机勃勃的美丽乡

村快速转变的乡村蝶变。

三是乡村聚变阶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在“三农”的发展

上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

美农村必须要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要富”的新论断。

德清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两美”浙江、“两富”浙江和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新要求，开展了打

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的新的建设行动。县委县政府提出

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为引领，全面践行“两山”重大战略思想，围绕“美丽县

城、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丽家庭”建设体

系，根据《德清县美丽乡村升级版战略规划》，实施建设

共创共享的共富乡村行动计划、建设生态农韵的绿美乡

村行动计划、建设文化为魂的人文乡村行动计划、建设

互联网+的智慧乡村行动计划、建设城乡联姻的乐活乡

村行动计划和建设服务臻美的善治乡村行动计划，全面

提升全县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县域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

提升。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也带动了民宿经济、农业

休闲旅游等美丽经济新业态的大发展，引发了城乡互利

互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开启了后工业化、后

城镇化时期新一轮的“上山下乡”热潮，上海、杭州等周

边城市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文化人和旅游者纷纷到德清

的美丽乡村来投资、创业、休闲、健身、养生、养老，也有

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返乡

创业就业，越来越多的先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美丽乡

村成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乡村人共同生活、创业的美

好家园。这标志着德清乡村进入了以城乡融合、产业融

合、产城融合、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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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聚变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德清经历的从乡村裂变到乡村蝶变

再到乡村聚变的三个变革历程，展示了从城乡分割走

向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这

一前所未有的新趋势的出现，预示着美丽乡村不仅让

农民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让城里人更向往的乡

村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深化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复兴的初步设想
首先，要深化对乡村复兴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

我们认为，中国乡村只有经历裂变、蝶变和聚变的“三

变”历程，才能到达乡村复兴的理想彼岸。乡村裂变、

乡村蝶变和乡村聚变，是借用了物理学的“核裂变”、

“核聚变”和生物学上的“蝶变”的概念。

乡村裂变借用了“核裂变”的概念，是指质量大的

原子裂变成小原子的过程，原子弹的核爆炸就是“核裂

变”。我们讲的乡村裂变就是指通过市场化改革让农

户从“大锅饭”“大呼隆”的集体经营中解放出来实行家

庭经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并通过乡镇企业、个私

经济的发展促成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农民）的分工分

业分化，由此，推动了整个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释放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能量。

乡村蝶变借用了生物学上的“蝶变”的概念，是指

针对在乡村裂变过程中所遇到的城乡差距扩大、农村

资源要素流失和农业边缘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村

空心化以及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寻求推动乡村问题解

决和乡村自我提升发展的过程，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来

看，就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

设的过程，也是农村环境由脏乱差转向文明美丽、实现

广大乡村自我改造、修复和提升的过程。

乡村聚变是借用了“核聚变”（“ 核融合”）的概念，

是指众多的小原子在一定条件下聚合成更重更大的原

子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出比“核裂变”更巨大的能

量，氢弹的爆炸就是“核聚变”。我们讲的乡村聚变就

是指城市的各种现代要素、资源的深度介入乡村、回流

乡村，推动形成城乡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产城融合、

三生融合以及城乡改革融合的新态势，这种融合态势

释放出推动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巨大

的新动能，也是新常态下推动中国新发展的新动能。

从乡村裂变、乡村蝶变到乡村聚变的“三变”历程，

打开了通向乡村复兴的大门。乡村复兴就是在建成全

面小康的美丽乡村之后的新要求、新目标和新任务，其

实质就是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

来讲，中华民族是以乡村为根、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民

族，因此，乡村复兴的过程，是中国乡村重生和新生的

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

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所强调的“中国

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

必须美”的要义之所在。

其次，把美丽乡村升级版的深入打造作为乡村复

兴的战略路径。实现乡村复兴的新要求、新目标和新

任务，应该与美丽乡村升级版的进一步打造联系起来，

我们初步设想，把美丽乡村升级版转变成乡村复兴行

动计划，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东部地区后工业化时

代、后城市化（逆城市化）时代到来的新机遇，大力推进

城乡融合、一二三产融合、产城融合、三生融合和城乡

改革融合，进一步推动乡村聚变，催生出与传统农业农

村农民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的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

民。新农业以全绿色化、整产业链、高科技、高附加值、

强竞争力、多功能化为特征，具有全新的经营主体、经

营模式、经营业态和经营功能，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新型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新农村以城乡融合为基本特

征，它既是农民的幸福家园，也是城里人的休闲乐园、

养生公园和养老胜地，体现了美丽乡村让农民更幸福、

让城里人更向往的新特征。新农民不再是户籍意义上

的农业人口，而是职业意义上的职业农民，也就是新型

农民，它不限于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城里的投资人、文

化人和有意愿的工商企业主、大学毕业生等都可以成

为其中的一员。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人的出现，将会

给中国乡村带来又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和新生，并且将

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巨大的新动

能。

第三，德清要为浙江乡村复兴走在全国前列作出

表率。乡村复兴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富

政治、经济、社会意义的大工程，可能还需要用几十年

的时间孜孜不懈地奋斗，我们预期到新中国成立一百

年，即205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时，将实现中国乡村的

伟大复兴。乡村复兴应该涵盖乡村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下一步重点是要推进乡村建

设提升工程、乡村产业振兴工程、乡村文化复兴工程、

乡村生态勃兴工程、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和新型农民

培育工程。德清有条件、也有信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浙江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

求，把美丽乡村升级版的打造与乡村复兴这一伟大任

务紧密联系起来，在推动乡村复兴的道路上先行先试，

成为全国和全省乡村复兴的先行区和试验区。

第一作者为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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