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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Yu village Anji county as a typical 

case, analysis in advancing in Anji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of the measures and the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mode, 

sum up the experiences of Zhejiang province reform and to promote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reference model, 

the 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for the world to provide solu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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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于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以安吉余村为典型案例，分析浙江安吉县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措

施和形成模式，总结浙江省的改革经验，为促进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范本，为世界“三农问题”的解决提

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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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浙江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重要窗口，为

了相应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

农村现代化进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浙江省基于

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指引下进行乡村治理改革

的伟大实践，并发表各类指导性文件推动乡村振兴稳

步实施，于各个方位规范浙江省乡村产业、文化、人

才、生态环境等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20 年 3 月

底，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省赋予“重要窗口”的重要

地位和全新使命。浙江省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之下，

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持续推进“千万”工程，全面

深化各项改革，努力将浙江建设成乡村振兴的先行区，

为中国美丽乡村提供浙江范本。 

2. 浙江安吉的乡村振兴史 

2.1. 变革探索阶段：转变思路，打造生态先
行 

安吉县地处浙北山区，原本经济发展落后，为了

改善当地经济环境，安吉县选择大力发展重工业，兴

办化工厂、水泥厂等，此举造成经济与生态严重对立。

2000 年起，安吉发展进入变革探索阶段，2003 年开

始，安吉在整治环境的同时，不断地健全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的机制，整治村庄人居环境，并对乡村基础设

施进行完善，逐步形成安吉乡村治理体系。2005 年安

吉成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全国首批生态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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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快速发展阶段：发挥优势，打响品牌战
略 

2006 至 2010 年，安吉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实施

品牌战略，推动乡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打响了

安吉“中国竹乡”“中国白茶之乡”等名号。安吉还立

足生态优势创新绿色发展思路，积极推进本县一二三

产业的全方位融合，如：将曾经的荒山“黄泥岗”发

展成集观赏、游乐等诸多项目于一体的著名景区“中

南百草园”。如今中南百草园创造的旅游收入近两个

亿，带动了周边百家农家乐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

真正地实现了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3. 升级示范阶段：科学规划，形成规范标
准 

安吉以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基础之上，推进乡村治理和乡风建设，依托优势

农业资源，突出乡村品牌，实现三产联动，先一步走

上了“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道路。其乡村建

设的模式是浙江省乡村治理的范本。2015 年，浙江安

吉起草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从地方规范上升为国

家标准，自此，乡村振兴的安吉模式成为中国美丽乡

村建设的地方范本，这表明安吉的乡村治理已经进入

升级示范阶段。 

3. 浙江安吉乡村振兴的余村案例 

3.1. 余村乡村振兴艰辛起步 

上世纪末，国家加快城市建设，对工业生产的原

材料需求旺盛，多数农村都在走“工业强县”的道路。

安吉余村依靠得天独厚的石矿资源，大力发展“石头

经济”，开山采石，村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但这样

靠山吃山的发展模式严重破坏了余村的生态环境：工

业污水排入河流、粉尘漫天排放，甚至还严重危害到

了村民的身体健康。这样牺牲生态而发展经济的模式

带来的恶果逐渐让余村人们开始反思，并寻求破解污

染困境的新强县之道。2003 年起，余村两委陆续关停

矿山，下定决心转变余村经济的发展模式，然而这样

的举动却造成了半数村民的失业，村集体收入的骤然

下降，余村的生态治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

令村干部动摇了转型发展的信心。 

3.2. 余村改革的历史转折 

2005年习总书记至余村调研时，前瞻性地发表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点明了未来

余村的前进道路，坚定了余村两委走生态优先的发展

信念。此后余村坚定不移践行生态优先的思路，首先

即是护山育林，注重当地自然资源和优美风光的保护，

深入开展“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行动，建立排

污机制，推进河道整治等同时做好村庄的区域规划，

开展垃圾分类等，营造干净整洁的乡村环境等，做好

生态修复工作; 其次，余村利用好生态环境优势，开

发绿色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山水旅游观光业和以

农家乐为主的休闲体验式经济，打造“休闲余村”品

牌，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更提高了绿色经济在生产

总值的比重，谱好了“生态建设”的文章; 另外，余

村格外注重村民生态理念的培育，将“两山理念”融

入到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的建设中，例如开办文化礼

堂，评选美丽家庭、道德模范等，不仅调动了村民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更进一步提升了村

民的文化素质，做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3.3. 余村成为新农村示范点 

余村在走上“绿水青山”的致富之路的同时，也

注重乡村治理体系的升级和完善。余村创新基层治理

方式，以党建为核，明确各项职责，发挥支部带头的

标杆作风，同时借鉴高桥村的“三治”机制，在群众

自治上，规范民主决策，设立议事会等民主组织；在

法治层面，设立法律顾问等，确保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制度，并制定村规民约等规范村民行为；在德治层面，

设立道德评议会，评选模范标兵等等，余村根据自己

的地方特色，深入推进了“三治融合”；余村还加快农

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创建公共文化场所和休闲娱乐中

心，举办多种多样的晚会活动等，不断提升乡民生活

的幸福感和使命感。十五年来，余村创新生态发展路

径，将“两山理念”融入构建共享共建共治的治理体

系中，打造“8 个村”的工作为抓手，推动余村从靠

山吃山切实转变成了依山富山，颠覆了传统的农村发

展模式，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模版。2020 年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对余村这十五年来的发展做

出了充分的肯定，指明余村现在已经在全国起到示范

作用。 

4. 乡村振兴之浙江经验：以安吉案例为源

点 

4.1. 浙江经验概括：“两山三治”的优秀模版 

乡村振兴的浙江经验以安吉案例为源点，其经验

是“两山理念”“三治融合”“党建为核”的有机统一，

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一是以党组织为领导，深入挖

掘“两山”理论的价值内涵，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富

有生态底蕴的发展新模式，二是在乡村治理中吸纳借

鉴高桥村的乡村治理经验：坚持自制法治德治“三治

融合”，形成一套独特的乡村治理体系。两条主线的

农村改革带领安吉余村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双赢的绿色发展道路，其成为农村示范点的建设

成果显示了习近平“两山”理论实践的伟大意义。以

余村的改革实践为基础凝练而成的余村经验，始终坚

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乡

村建设，以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

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

个村”建设为抓手加强乡村治理工作，是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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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浙江经验深度优化：理论深化保持先进
性 

浙江经验具体可以命名为 “余村经验”。“余村

经验”的两点特色：一是基于“两山理念”的生态发

展模式，二是鉴于“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这

两点特色不仅是新时代下对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

更是吸收了全国各地乡村治理的成功做法，是各地乡

村治理的“集大成者。”新时代下需要对余村经验进

行更精确的凝练和更深层次的优化，处理好“八个村”

建设的内在关系，对比借鉴各地有效实践，总结出乡

村治理的共性思路，才能保持好“余村经验”的先进

性与进步性。2018 年 9 月 7 日，乡村治理“余村经

验”研讨会召开，这是“余村经验”正式进入理论标

准化的重要契机，通过此次研讨会，政府部门联合专

家学者对余村经验进行探讨提炼，对其形成的理论体

系进行完善总结，余村经验由此在宏观的历史视角和

全新的现实层面进行了深度优化，为日后余村经验在

地域上的横向扩散和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4.3. 浙江经验广度扩散：从“地方经验”上
升为“全国标准” 

浙江的“余村经验”不仅仅是“地方经验”更是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全国标准”，当经验升级为“标

准”，就具有了指导实践的意义。 2018 年，安吉县以

“余村经验”为原本，发布了《乡村治理工作规范》，

余村经验经历了概括总结到理论深化再到广度扩散

的内在逻辑。迈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

新层次，余村作为新农村的示范点、“两山理念”的诞

生处，其建设经验更值得复制和借鉴。同年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余村经验”》做出批示，

中宣部调研组据此来到安吉余村实地调研，通过考察

和报告的方式，推动“余村经验”在全县域内广泛传

播。而余村作为乡村治理的样本，通过团体参观学习，

政治经验交流等方式，推动余村经验进入中央层面视

野。2019 年 3 月 8 日，湖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

推广“余村经验”大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实

施意见》，以市委一号文件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全

面推广“余村经验”。至此，市域内各个地方广泛吸收

了“余村经验”的精髓，以“八个村”建设为抓手进

行乡村治理建设，自此“余村经验”在各地深深扎根。 

“余村经验”就是“浙江经验”的代表和缩影，

是浙江省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智慧结晶，也是中

国建设美丽新农村的先进示范。以余村为例的安吉模

式折射出浙江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始终坚持统筹规

划总体布局在先，探索出以产业振兴为基础，以生态

文明为前提，以人民富裕为目标，以城乡互促为重点，

以乡风文明为底蕴，以规范治理为手段的科学改革思

路。浙江省坚持实施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改革，推动产业间的纵深交叉融合；贯

彻“两山理念”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实施，系统推进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同时加大乡容乡貌的治理整

改，打造山水秀美干净整洁的新农村；坚持乡风文明

为保障，注重农民素质的提升，传承发扬优秀的民俗

文化，形成文化建设与乡村建设互促互进的新格局；

创新基层管理形式，加快构建“三治融合”的规范治

理体系，形成国家标准，构建有序管理有效治理的现

代化新农村。 

5. 乡村振兴的中国方案：破解“世界之

问”的有效之道 

5.1. 改革开放的历史沿革：多元共治是政治
发展所趋 

从战略层面来讲，国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从现实层面来看，浙江省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从情感层面来说，乡村是在工业喧嚣中的最后情感寄

托，因此乡村振兴是现实所趋。中国的乡村治理一直

以两大目标为指引：一是将农民变成真正的乡村治理

主体，二是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这两大目标从两

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乡村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和前进的

方向。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变革困难，直到从 1978 年

开始农村体制改革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农村政治生活

的主体转变为农民本身，多元化共治成为可能，村民

自治成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加快了乡村治理的现

代化进程。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治发展一

直都处于国家政治发展规划体系之下，决定了中国乡

村治理必然与国家政治发展分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治理发展进程，从

而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中国乡村治理之

路。正因如此，中国的乡村治理离不开当代中国的国

家治理进程，离不开当代中国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

离不开中国的农村政治发展过程。 

5.2. 新时代的现实视角：乡村振兴是全面复
兴刚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

上看待“三农”问题，以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为重要遵

循，对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行全方面落实，走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了合理有序地推进

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8 年 9 月

份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规

划》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为指导，根据乡村振兴的阶段性要求进行分步谋划，

细化落实阶段性工作中的重难点，全方面部署阶段性

工作中各项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

落到实处。2021 年 2 月 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

这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第 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

央一号文件，确保乡村振兴工作稳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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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国方案下的创新实践：治理工作取得
卓越成效 

浙江省坚定不移地依据八八战略的引导，并结合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助推中国乡村振兴

的创新发展，为破解世界之问提供了有效之道。浙江

乡村治理的所尝试的实践和所获得的成果是中国逐

步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果展现，也是中国乡村振兴

创新成果的个性体现，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这个方案有三个重点，一是在顶层设计方面予以加强，

完善乡村治理基层法律规划体系。小到余村治理，大

到国家战略，建立多层级的政策规划体系，因地制宜

深入地方实践。二是要推动各经济、人员、生态等多

要素的融合发展，推动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平

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融合传统乡风民俗与先进文

化等等，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乡村建设发展道路。三

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

热情度和积极性，集中民智，推动乡村治理多元化，

把握好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与满足乡村发展内在需

求相统一。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2003 年浙江省提出

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缩小城乡差距，同时立足

于浙江省的生态环境优势，为打造“绿色浙江”奠定

基础。为实现以上战略目标，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生

态强省，浙江省着力推进“千万”工程，开启环境污

染整治行动，成功实现“两山”的转化，开启美丽乡

村新篇章。 

6. 结论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

在生态基础之上进行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是当代乡

村治理的价值取向。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先

进水平，同时也是为破解当代世界之问提供了有效之

道。由党建为核，“两山”引领，“三治”融合的余村

经验，为地方乡村治理提供有效范例，到余村经验广

泛传播上升至乡村治理的地方标准，再到交出乡村治

理“中国方案”，是中国乡村振兴路途中重要的一环，

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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