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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通过发展海洋经济拓宽了浙江发展的视野和格局”（下）

23

采访对象：采访对象：郭剑彪，
1958 年 5 月生，浙江诸暨人。1998
年任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2003年2月任舟山市委副书
记、市长。2006 年 9 月任浙江省交
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现任浙
江省人大常委会外事工作委员会主
任。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6日

（上接5月18日3版）
习书记的殷切嘱托成为浙江港口发

展的奋斗目标。宁波舟山港组建后快速
成长，不到 4年时间就验证了习书记高瞻
远瞩的全球视野和为浙江港口发展作出
的英明决策。2009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
吐量达到 5.7亿吨，自此成为全球第一大
港。2015年 8月，浙江省海港集团成立。
同年9月，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两港实现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实质性一体
化。2017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已跻身全
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三，到年底将成为全球
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十亿吨”大港，并连
续 8年蝉联世界第一，其中舟山港域吞吐
量从 2004年的 7300万吨，增长到 2016年
的4.3亿吨，增长4.8倍。

采访组：除了海洋经济，佛教文化是
舟山的另一张名片。舟山曾在 2006 年 4
月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得到习近平同
志的支持，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郭剑彪：舟山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相传秦朝徐福东渡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经
过的“蓬莱仙岛”就是舟山境内的岱山岛；

“海天佛国”普陀山更是家喻户晓，名扬天
下。习书记每次来舟山调研，都反复强调
要把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发挥好，也一直
非常肯定我们提出的以“海天佛国、海上
观光、海岛度假、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旅游
城市和旅游经济强市发展思路。当年我
是申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总指挥，在申
办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习书记的大力支持，
他亲自参与，亲自写信，亲自争取，多次听
取汇报。

2004年10月，借中日韩三国佛教会议
在京召开之际，中国佛教界发出拟在中国
大陆设立“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得到港
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积极响应
和大力支持。经中央批准，国家宗教局开
始着手开展设立“世界佛教论坛”工作，许
多省市加入了申办行列。

举办世界性佛教论坛，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中央第一次批准在国内举办的多边
国际性宗教会议，它不仅是佛教界的一次
盛会，更是我国政府促进世界文明对话、
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创新
之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得到
这个消息以后，我们觉得，如果舟山能够
举办这场盛会，既可以很好地发挥自身优
势，又可以更好地推介舟山、宣传舟山，有
利于加快舟山发展，还能为促进世界各地
文化交流、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
很快，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舟山成立了
由市四套班子组成的“世界佛教论坛”申
办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申办工作。事实
上，要承办这样大的活动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国际性、宗教性和安全性融为一体，
我们又没有搞过这样大的活动。当时，海
南三亚、江苏无锡、陕西西安同时向国家
宗教局提出了申请，我们很清楚，与这几
个城市竞争，无论是经济硬实力还是文化
软实力的比拼，都是一场“硬仗”。

当时，其他三个城市所在省的省委书
记分别给国家宗教局写了信，表达申办的
愿望。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心里想，
该不该向习书记汇报？他会不会出面？
后来我们怀着一点点希望，就向习书记作
了汇报，希望他也能为我们舟山“站台”，
向国家宗教局写一封信。没想到，习书记
不仅同意写信，还亲自给国家宗教局电话
联系，主动了解申办的详细情况，后来还
亲自带队到国家宗教局和相关同志座谈，
表达我们想要承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强烈
愿望。我记得，当时国家宗教局对我们舟
山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是非常肯定的，但
认为舟山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连最起码
的五星级酒店都没有，要召开国际性论
坛，接待世界各地宗教界友人，难免让人
对“舟山是否有能力承办论坛”表示担
忧。习书记说，舟山有难处，浙江会举全
省之力支持舟山办好这个论坛。

2005年 4月，国家宗教局在北京召开
论坛选址研讨会，经过多轮角逐，舟山胜
出，获得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主承办权。我
们都感到特别高兴，但没想到，好事多
磨。正当全市上下全力以赴进入筹备工
作高潮时，国家宗教局多次以电话等方式
表示，让舟山放弃首次承办权，后来又正
式来文，提出舟山承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
的条件不够等问题。8月 11日，国家宗教
局领导在杭州调研期间又提出要改变举
办城市。那时的场景我印象特别深，正是
全省抗击台风“云娜”之际，按省委规定地
市党政领导要坚守抗台一线。那天，我从
舟山冒着台风大雨赶到杭州，习书记在百
忙中抽出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中午在西
湖国宾馆接见了国家宗教局领导，他沉稳
地说，舟山为这次论坛的举办已经做了大
量筹备工作，举办城市还应该是舟山市。
考虑到目前舟山的实际困难，开幕式可以
放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论坛主体还是舟
山，当然，开幕式在杭州，有些国内外友
人、代表可能要游西湖，到灵隐寺等，大量
的接待任务就要由杭州来承担。在当时
情况下，他既考虑国家宗教局对会议保障
的要求，又照顾了舟山的积极性和客观实
际困难，我们心里特别能够体会他的政治
智慧。为了真正体现举全省之力，省里还
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省委省政府的分
管领导来担任组长、副组长，省级四五十
个部门联合组成，具体分工做好整个接
待、医疗、会务、保障等工作。

2006年4月13日至18日，首届世界佛
教论坛在浙江杭州、舟山举办，共有 37个
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学术界、企业界、文
艺界、政界等代表1200余人参加。习书记
出席论坛并致辞，介绍了浙江的佛教文化
渊源，也向世界推介了舟山。佛教也有很
多地域文化，藏族文化、东南亚文化，每种
接待的标准不一样。因为会场分设两地，
杭州还要转场到舟山，工作量很大，单说
把 1200人从杭州转场住到舟山的 18个宾
馆，就是件难以想象的难事。经过我们精
心努力，各位客人连行李的分放都没有出
现一点差错，大家都很满意。其间还举办
了一场大型的国际佛教音乐交响乐晚会，
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整个论坛取得
了圆满成功。

采访组：您从舟山到省交通厅工作，
习近平同志当时与您谈了话吧？对您产

生怎样的影响？
郭剑彪：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前线，长

期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老百姓形
象地称之为“汽车跳，浙江到”。习书记到
浙江后就非常重视交通，他 2002年 10月
到任，12月就前往宁波，一个月后又顶着
凛冽的寒风踏上舟山，两次调研的重点都
是港口建设。特别是 2004年 7月 9日，习
书记到交通厅视察，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
诗词“偏师借重黄公略”来形容交通的重
要地位，他说交通建设机遇千载难逢，投
身交通事业正逢其时，要求全力以赴、把
握机遇、克服困难、能快则快。2006 年 7
月，习书记到嘉兴调研重点工程时再次讲
到，交通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的重头戏，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对全省现代化
建设起到先导作用和带动作用。当时我
还在地方工作，但也深切感到，交通在习
书记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2006年9月，习书记到舟山调研，工作
结束后的晚上找我单独谈话，说省委考虑
调我到交通厅当厅长。我当时一点思想
准备都没有，就很直白地对习书记说，我
不是学交通的，也没干过交通，怕干不
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郑重地对我说：

“抓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全省加快现
代化建设有着先导作用，这个岗位很重
要。我知道你在体改委工作过，懂宏观经
济，今后在交通厅厅长的岗位上，要注意
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浙
江的交通谋划好、规划好。同时，还要注
意抓好队伍建设，把交通人这支队伍带
好。”习书记的肯定和鼓励给我吃了一颗
定心丸，让我非常感动，也充满信心，他的
话成为我日后工作的根本遵循。

2007年3月，习书记即将到上海任职，
我到他的办公室向他告别。其间，我带着
开玩笑的口气问习书记：“您到上海以后，
我们浙江和上海还怎么搞港口竞争啊？”
没想到习书记答得很干脆：错位发展。

我当时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刚
才我谈到，当时建设以洋山深水港区为依
托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党中央、国务
院着眼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应对东北亚
航运中心激烈竞争作出的重要决策。但
说实话，舟山包括省里对上海主导开发洋
山深水港，情感上一时有点难以接受，各
方面也有争论，有不同想法。我当时已经
离开舟山到省交通厅工作，但港口建设是
全省交通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这方面的
事情我非常关注。习书记在那个时候，对
待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强的大局观。记
得习书记 2006年 9月在舟山调研的时候
曾经给我们讲过“舍得”“得失”这两个富
有哲理的词，要我们辩证地看问题，最终
要符合长远利益，符合大局的利益，而且
符合大局利益，大家都有利，全省都有
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对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和洋山深水港区开发非常
重视、大力支持，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
我们要站在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不能从
地方区域的角度看问题，全力支持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加快洋山深水港区建设
步伐。

习书记指出，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
是从更高的层次上规划港口的发展，在长
三角港口群内，上海港具有中心枢纽的作
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今后的发展空间
都在浙江这边，更多的是在舟山这边。宁
波舟山港要顾全大局，不要搞恶性竞争，
要支持中央的中心枢纽港建设，履行好我
们的责任，充分发挥我们作为上海中心枢
纽港南翼的作用，相互间错位发展，形成
功能互补的世界级港口群。应该说，这些

年我们按照习书记的部署和要求，抓好工
作落实，取得了良好成绩。上海港的集装
箱吞吐量连续 7年居世界首位，2017年年
底前洋山四期投入运营后，将助推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4000万标箱。宁波舟
山港成为全球首个货物吞吐量 9亿吨大
港。这些年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
高瞻远瞩。

2016年9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交
通运输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十
三五”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服务水
平提高和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强调“要
想富，先修路”不过时。听到这个重要指
示精神的传达，我倍感亲切，仿佛 10多年
前他的谆谆教诲还回响在耳畔。我切身
体会到，总书记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延续
至今，许多成功经验的获得，正是源自于
浙江的实践探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时候就
提出实施“乡村康庄工程”。请您谈谈当
时在推进农村公路和城乡统筹方面的情
况。

郭剑彪：我还清楚地记得，习书记当
年曾经多次对我们说过，群众利益无小
事，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终要落实
在一件一件的实事当中。习书记是这样
讲的，更是带头这样做的，这些年来浙江
农村的发展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当年
的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70%
以上都是山区，当时浙江 3.8万多个行政
村，58%未通等级公路，48%的通村公路没
有硬化，如何建设农村公路成为一大难
题，更直接影响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2003年5月22日，习书记在省委财经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讲到，没
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现
代化，农村交通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必备
条件，浙江要走在前列。正是在他亲自决
策下，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以通乡、通村
公路建设为重点的“乡村康庄工程”，开启
了农村公路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让我
最感动的是，习书记言出必行，一直身体
力行地关心推动这项工程。特别是 2003
年 9月 18日，习书记到浦江县下访，在听
到当地群众反映：一直以来，因为路不好，
马岭脚村是浦江县有名的贫困村后，当即
拍板决策，把当地的 210省道改建成为了
20万山区人的“小康之路”，如今这条路被
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近平路”。

浦江的这个小故事，是全省农村公路
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习书记的关怀下，交
通人克服资金、土地、技术等重重困难，夜
以继日、风雨兼程、持续奋战。2006 年 2
月，习书记在《中国公路》上作序指出“全
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乡村康庄工程
的实施得到全省上下尤其是广大农民群
众的普遍欢迎和衷心拥护，被誉为‘民心
工程’、‘德政工程’”。2007年浙江乡村康
庄工程基本完成后，经过3年攻坚，2011年
实现了全省农村公路“村村通”，完成农村
通村、联网公路建设 8.3万公里，形成“农
村公路网、安全保障网、养护管理网、运输
服务网”这“四张网”体系，成为浙江历史
上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最多、规模最
大、标准最高、速度最快、反响最好的时
期。在我看来，正是习书记当年一锤定
音，为全省 3600万农民开辟了致富的“康
庄大道”。在全省这条“康庄大道”的两
旁，不知结出了多少丰硕果实。今天，大
量的农家乐、民宿和乡村旅游成为浙江的
金名片，许多游客不分节假日地从周边省
市自驾来到我们这个“大景区、大花园”度
假休闲。2016年，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仅为2.07∶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2年

居全国省区首位，成为全国城乡发展最均
衡的省份。

在这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
还成功培育了嘉善统筹城乡交通发展的
先进经验。习书记在浙江期间，我在多次
场合上听到他讲“要切实加大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力度”。2008年 12月，已经
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专门就嘉
善县交通建设作出批示：“加快交通建设，
对嘉善县主动接轨上海、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新农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希望
嘉善县以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为契机，采取有力措施破解交通建设
难题，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没过多久，2009年3月，他又在交通运输部
上报的《关于支持浙江省嘉善县交通建设
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交通部从‘接轨上
海、融入长三角’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高
度帮助嘉善破解交通发展难题，积极探索
区域交通科学发展的路径，起点高、思路
好、措施实。希望你们继续同浙江省交通
厅积极推进项目建设的各项工程，精心设
计、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正是在他的重视和指导下，如今的嘉善，
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村村通公路、村村通
公交，而且客运中心站、乡镇客运站、发展
港湾式停靠站体系完善。漂亮的新农村
与现代化的城镇，发达的高效农业和乡镇
工业，都是因为交通融合在一起。可以
说，成功走出了一条交通引领城乡协调发
展的新路。

2014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交
通运输部《关于农村公路发展情况报告》
上批示“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
通瓶颈，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
的保障”。他在2016年9月19日对交通运
输工作的重要指示中讲道：“我批示的‘四
好农村路’的建设是总结经验、特别是成
功经验所提出的，你们要认真落实，久久
为功。”总书记所说的“四好”经验，在我听
来感到格外亲切，这也是我们按照习书记
要求，10多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探
索打造的样板和践行的使命。

还有一件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2007
年1月，习书记到丽水考察工作，我作为交
通厅长陪同。经过凤阳山时，他接到省委
值班室一个电话，反映有一个澳大利亚的
世界环境保护志愿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
浙江在搞交通建设期间破坏了景区山
体。他放下电话对我说，我刚才接到一个
电话，是告你状的。我了解情况以后，还
是实事求是地向习书记汇报，搞交通建
设，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不开山凿壁、不
拓宽路面是不可能的。习书记听后对我
说：“搞交通需要开挖，但一定要注意与环
境保护兼顾起来。”

我明白，他很理解交通建设的必要性
和艰苦性，但同时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后来，我们提出建设“美丽公
路”的概念，修高速公路时充分考虑当地
的自然条件，尽可能少破坏山体，坚决反
对大开大挖、开山填水，围绕绿水青山搞
交通建设。我想，也许弯一弯，就多一道
风景；停一停，就留下一段记忆。经过这
些年的努力，浙江的美丽公路像一条条纽
带，串起了全省的“山水林田湖、城镇乡村
景”，给人以畅安舒美绿的美好享受，极大
地带动了沿线旅游、民宿、特色产业快速
发展。仅 2016年就拉动全省GDP增加值
超 15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约 56万个，助
推旅游业总产出增长12%，实现了“修一条
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

（转自《浙江日报》）

路桥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

路桥区统计局
路桥区人民政府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务院
的决定，我国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
准时点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
统一领导和路桥区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在
全体普查对象的支持配合下，经过广大普
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人口普查主要阶
段任务已圆满完成。现将路桥区人口普
查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全区常住人口[2]为 628934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616622人相比，
十年共增加 12312人，增长 2.00%，年平均
增长率为0.20%。

二、户别构成
全区共有家庭户 [3]231778户，集体户

13653户，家庭户人口为587506人，集体户
人口为41428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

为2.53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2.75人减少0.22人。

三、性别构成
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330938

人，占 52.62%；女性人口为 297996 人，占
47.38%。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
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11.05，与 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111.93)相比，下降
0.88。

四、年龄构成
全区常住人口中，0- 14 岁人口为

88483 人 ，占 14.07% ；15- 59 岁 人 口 为
436202人，占 69.36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04249人，占 16.58%，其中 65岁及以上人
口为 74999人，占 11.92%。与 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
下降 0.0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
下降5.20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重上升5.2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4.27个百分点。

五、教育程度
全区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63431人；拥有
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88617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08816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99491人

（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
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 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4603人上升为10085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1513人上升
为14090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6928
人下降为 33202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由32817人下降为31719人。

全区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
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27031人，与 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
了 17828 人，文盲率 [4] 由 7.27% 下降为
4.30%。

六、城乡[5]构成
全区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为 413157人，占 65.69 %；居住在乡村的人
口为 215777人，占 34.31 %。与 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

34418人，乡村人口减少了 22106人，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了4.27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
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
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
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
的人。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
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4]文盲率是指常住人口中 15岁及以
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5]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
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6]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
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