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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严丽娟

五年建“银矿”十年得“金矿”

“今年我要向政府报告，我发

现了浙江的一个‘金矿’和‘银

矿’。”正在召开的浙江省十二届人

大一次会议上，老代表西子联合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金矿’和‘银矿’

在哪里呢？关键在质量。”

王水福说，改革开放以来，浙

江的制造业突飞猛进，在促进 GDP
增长、居民收入提高和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然而，浙江制造总体上还处在加工

仿制的阶段，浙江货在国内外市场

还是廉价低档产品的代名词。

“那么，浙江制造的出路在哪

里呢？”王水福说：“我认为，唯一的

出路就是提升品质。从企业微观来

说，每家企业要根据市场需要，实

现产品品质的转型升级，做到技术

领先，品质可靠，服务周到；从宏观

来说，浙江全省各界需要确立品质

意识，卧薪尝胆，提升浙货品质，品

质强省，打响浙江制造的品牌！提

升品质是‘银矿’，打响品牌是‘金

矿’，挖好品质品牌这两座‘银矿’、

‘金矿’，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本

不用担心！”

王水福给记者算了一笔粗账。

浙江的 GDP是 3000万亿，如果产
品的品质提高一个档次，那么产生

的效益起码是 10个百分点，也就是
3000亿，这是“银矿”；在品质提升
的基础上再上一个档次，那就是品

牌了，品牌的价值就远远不是 10个
百分点了，“金矿”含义就在于此。

“只要我们痛下决心，绝对可

以做到五年上一个台阶，十年大变

样。”王水福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他

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19世纪 80年代，德国产品开
始大量出口，有两大特点：一是品

质低劣；二是仿冒英国。1876年在
美国费城的世博会上，德国产品是

“廉价劣质品”的代表。1887年英国
国会更是通过《商品标识法》，要求

德国产品因为其品质低劣必须打

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后才能在英

国销售。德国人把这个法案看做是

“德国的耻辱”，从而洗心革面，大

规模研发投入、技术培训，仅仅 10

年一举改变面貌。到 1896年，不仅
英国民众甚至英国上层社会也承

认德国产品的品质是优良可靠。直

到现在，“德国制造”还是品质优良

可靠的象征。

为此，王水福建议将“提升浙

江产品品质，打响浙江制造品牌”

作为浙江省经济工作的“书记工

程”或者“省长工程”。同时，为了加

强这一工程的重要性以及保证政

策的延续性，应同时加强地方政府

立法，即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强有力

推进产品质量提升，并且每年由人

大专门委员会进行检查评估和考

核。为全方位打造“品质浙江”、加

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奠定

更扎实的制度基础。

“浙江企业向来敢为天下先，

浙江省政府也一直勇于在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在全国先行

一步。”王水福说，“如果我们浙江

能够确立并实施‘品质强省’的方

针，在产品品质提升方面走在全国

的前面，那么，建设美丽中国这一

伟业浙江定能贡献出自己应有的

努力。”

民航大省需要机场净空管理立法
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萧山机场候机楼管理部总经理毛新宇在省“两会”

上建议机场净空管理立法，确保航空运输安全

本报记者 徐军

作为航空大省的浙江，共有

杭州、宁波、温州等七大机场。伴

随全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

机场都已超越普通交通枢纽的内

涵，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助推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

擎。然而在各地机场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成长的烦

恼”，亟须全省性立法予以保护，

并在机场所在县区进行专项宣传

和专项整治。

据毛新宇介绍，根据国际民

航组织的规定，机场净空是指以

机场为中心，在半径 15 公里以内
规定的对建筑物高度限制的飞行

空间。在此区域内，人为建筑物不

得超越限制高度，否则将给飞行

带来隐患，危及飞行安全，甚至造

成飞行事故。以杭州机场为例，目

前，机场附近的净空保护缺乏总

体的规划及审批机制，信号塔、广

告牌等项目普遍存在不经过规划

主管部门和民航相关部门审批、

核查，私自建设等问题。机场周边

村民自建房屋时有超高，私自加

高房屋及新建房屋情况比较普

遍；机场围界外 5 米内种植着大
量的苗木，极容易遮挡机场助航

灯光设施，影响飞行员的视线。对

净空保护区内的临时施工设施

（如塔吊等）的高度，目前也缺乏

相应的审批及监管机制。

毛新宇告诉记者，在机场净

空管理的实际操作中，由于空情

复杂，涉及面广，造成管理难度极

大。如超高铁塔的处置，可能涉及

发改、国土、规划、通信、电力等多

个部门和单位，协调难度大，推进

效率不高。另外，由于民航业的相

对专业性和独立性，地方政府及

相关部门对民航的运作知识及法

律法规的认知相对受限，机场周

边群众学习净空保护积极性不

强，居民保护净空意识淡薄，且存

在一定的盲区和误区。

目前，北京市、上海市、重庆

市、河北省、湖北省、云南省、福建

省、江西省、四川省、安徽省等省

市均已出台加强机场净空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条例，保护机场的安

全运行环境。与之相对应的，浙江

作为国内航空业大省，在这块的

法规和制度建设中还是一片空

白。

由于净空保护区都是在机场

外围，其责任主体应落在地方政

府，并由地方政府牵头，与机场、

民航空管等部门共同参与，合力

而为。其次，加强机场附近区域的

规划及审批管理。以杭州机场为

例，建议萧山区政府结合机场长

远发展规划以及未来再建跑道的

可能性，研究制定机场附近区域

的长期控制性规划，并为机场发

展留足余地。在控制性规划范围

内，强化项目的立项、审批，严格

控制超高建筑物。

毛新宇认为，尽快研究制定

地方专门法规，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建议由省人大或由省人大协

调杭州市人大尽快研究制定全省

或杭州市的机场净空保护法规条

例，对禁止性行为、须经批准的行

为作出明确规定，强调净空范围

内建设项目的规划及审批流程，

明确机场净空保护的工作机构及

职责等和相应障碍物处理程序，

使机场净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做

到有法可依。

据相关机构统计，浙江省的

民间资本总规模约 8000—10000
亿元之间，目前有超过 640 万浙
商在省外投资创业，投资总额近

40000 亿元，年产值接近全省的
GDP。在对外投资的浙商群体中，
相当一部分取得了辉煌业绩和巨

大成功，成为当地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浙商诚实守信、顽强拼搏的

良好品格，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浙江是资源小省，土地、能源

等要素比较缺乏，如何吸引“浙商

回归”，是浙江省在激烈的竞争中

再次勃发的重要环节。

谢招修认为，各级政府应成

立专门协调机构，直接与“浙商回

归”工程对接，并在国内各地的浙

企联、商会设立专门的工作联络

处，授权他们承担所属地展开回

归和引资工作，同时在联络处设

置信息平台，让所在地的浙商们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对接，减少中

间环节，提高效率。

“各级各地方政府应制定明

确的回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

些政策还应优于外来投资商。”谢

招修说，“中华民族有树高千丈、

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许多在外

投资成功的浙商的确希望在本地

做项目，但更多的是出于对家乡

的感情，如果没有更完善的平台

和更优惠的政策支撑，回归热情

必然会受到影响。”

谢招修说，政府对立志扎根

家乡、增加投资的浙商在政策上

继续予以优惠，防止一锤子买卖，

让回归的浙商们能持续地在家乡

发展，使回归浙商不仅带回资金，

还带回信心。把在外投资的成功

经验和做法带回来与家乡人民共

享的同时，也促进了浙江省投资

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浙江目前面临着经济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自身压力，在

过去的数年里，传统产业优势

渐失，大量资金外流，热钱化倾

向于家中，特别是以外向型经

济为主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在 日 益 激 烈 的 区 域 竞 争 格 局

下，浙江省要继续走在前列的

压力不小，因此，除了加快自身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外，必须充分发挥浙商群体的

优势，完善原先不够合理的政

策，通过各级政府和广大浙商

的共同努力，掀起‘浙商回归’

热潮，从而促进浙江经济社会

平稳快速发展，在新一轮竞争

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谢招修

信心满满地说。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策划四要

党的十八大将新时期群众文化工作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

度，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已成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就建设精

神富有、物质富裕的“两富”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笔者认为，

作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者，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基层文化活

动，策划工作是要素之一。在当前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要想做好基层的群众文化活动，作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者

就必须精心策划各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以不断丰富基层群众

的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为构建和谐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为实现“两富”目标而不懈奋斗。

首先，作为基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搞好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策划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做

好各项策划工作，确保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的高效性。基层

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者要学会深入群众，在与群众共同活

动的过程中急群众所急，寻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发

掘地方群众最好的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保证文化

活动内容与方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就能够创造出人民

欢迎与满意的文化活动来。搞好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工

作，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策划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

不断积累知识与文化，助推民间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与广

大基层群众的生活相贴切，在不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同时提高人们生活的文化素养。

其次，要狠抓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创意所在。创意是指导开展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思想，更是搞好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策

划的核心和根本前提所在，更是彰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

策划活动是否具有创意性主要在于能否激发基层群众参与的积

极性，也是体现策划水平与能力的关键，因而在策划过程中应结

合基层文化活动的特点、功能、规律精心策划基层群众的文化活

动，狠抓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意所在。并至少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创意型的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应体现出其“巧妙”之处，努力

寻找机遇与灵感，应用现代科学的创新策略；二是在创意时应体

现逆向思维，切勿墨守成规，吃别人“嚼剩下的馍”，尤其是在活

动进行时应加强组织管理和宣传，提高创意的新奇性；三是着力

寻找并善于利用所在地的文化资源，并在活动策划过程中充分

地应用出来，彰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创意所在。

再则，精心制定基层文化活动运行方案。在具有良好创意

的同时，还应精心制定基层文化活动运行方案，这样才能确保

创意得到真正的体现。那么，应该如何制定运行方案呢？笔者认

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确定方案的设计主体，传统的文化活

动策划主要是文化馆工作人员全程进行，难以充分和全面考虑

群众的需要，因而在确定设计主体时应充分采纳群众意见，并

邀请群众参与到活动运行方案的策划与制定之中，在吸纳广大

基层群众参与的同时满足其参与和理解活动的要求与创意，从

而将活动开展的更加有效性；二是精心确定方案内容：方案宗

旨、时间、地点、内容、实施细则、流程、协调等，并确保这些方案

内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必要的时候还应提前进行模拟彩排，

确保文化活动演出圆满成功。

另外，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掘与利用

好地方的资源是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必须存在的基本原则，这样

的活动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弘扬地方文化，同时能够保证活

动的质量。在实际组织策划过程中，要重视这样几个方面。首

先，要善于挖掘自身资源。要善于利用社区文化工作人员的优

势与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资源，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特色与优势，

在优势基础上实现创新活动形式与内容，这样的活动最容易开

展，也很容易办成功。其次，要善于整合地方资源。文化管理人

员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是什么，群众正

在进行的文化活动有哪些，社区、乡村有哪些优势的文化资源，

如戏曲、根雕、书画剪纸等，思考成立什么业余队，组织什么样

的团等。只有这样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才能确保文化活动

的质量。 （作者系衢州市衢江区文化馆馆员）

董灿娣

为浙商回归构建平台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水福

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萧山机场候机楼管理部

总经理 毛新宇

浙江省政协委员、名门世业集团

董事长 谢招修

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创新性地提出要建设物质富裕精

神富有的“两富”现代化浙江，提炼了“务实、守信、崇学、向善”

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更加强调社会和谐，更加强调物的

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切实增强全省人民的发展

自豪感、生活幸福感、心灵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这就回归了

以人为本的本义。

当今的种种社会乱象背后，折射的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从环境污染、到食品安全；从居家防范、到短信诈骗；从群访激

增、到自杀高发……种种社会乱象背后，折射的是人文精神的

缺失：诚信危机、道德滑坡、信仰缺位、价值失落……凡此种

种，正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毒瘤。因此当务之急，价值体系亟待

重构、诚信制度亟待重建、道德水准亟待提升。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

会需求（爱与归属）、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我认为，在五个

层次之上，还有第六层次的需求：自我超越的需求。这是人类的

终极追求。而自我超越，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也是最高的精神境

界。如利他、奉献、信仰等。如最近出现的最美老师、最美司机等

一系列感人事件，正是利他精神的体现。这是对自身小我的超

越、对融入人类大我的渴望。“泓泓清溪只有汇入江河才能川流

不息；个人的小我只有融入社会的大我，才能找到心灵的支点。

精神富有的实现，需要依靠制度、教育与文化。要大力发展

教育、文化等以人的精神富有为本的“人本业”。不仅要大力增

强教育、文化的社会事业属性，加强政府的投入与核心价值的

引领，而且要充分挖掘和培育其产业属性，引导社会资本投向

教育、文化，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繁荣教育文化产业。因此

大力发展“人本业”，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

升国民素质，还能提升一个国家和区域的核心竞争力与软实

力。 （作者系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会副主委、衢州市副市长）

从需求出发
寻找精神富有的实现途径
罗卫红

本报记者 周慧敏

声音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在浙江省“两会”上
建议以政府立法手段提升产品质量，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浙江省政协委员、名门世业集团董事长谢招修建议各级政府
对“浙商回归”要首先构建好回归平台，制定明确的回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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