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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规划 一张蓝图 用“六个统一”重构空间管理体系

开化县
“多规合一”
试点获习近平肯定
记者 叶建良 潘杰

划等多个规划的相互融合，
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
界线的市县域图上，实现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
本报讯 2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蓝图，
解决现有的这些规划自成体系、
内容冲突、
缺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乏衔接协调等突出问题。2014 年 8 月，
开化县被列
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入全国 28 个“多规合一”试点市县之一。开展试点
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以来，开化县研究制定改革方案，并结合“一本规
作为 10 位发言代表中唯一的县委书记，
项瑞良 划”
，
联动开展国家公园体制、
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
跟随省委书记夏宝龙参加会议，
并汇报了开化县
“多 等 5 项国家级试点，并以此践行“两山”理论的新起
规合一”
试点推进落实情况。习近平听完高兴地说， 点，
打造
“诗画山水、
国家公园、
幸福开化”
。
开化
“多规合一”
试点经验是可行的，
值得肯定。
“‘多规合一’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则更是政
所谓
“多规合一”
，
是指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府职能的改革。”在项瑞良看来，其核心在于重构
展规划、
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规 空间管理体系。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强调，抓改

革落实，要遵循改革规律和特点，建立全过程、高
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推动改革举措早落
地、见实效。
获总书记肯定的开化试点经验到底是啥？
项瑞良在汇报中介绍，开化深入贯彻落实主
体功能区理念，围绕规划体系、空间布局、基础数
据、技术标准、信息平台和管理机制，已形成了可
复制、能推广的“六个统一”为目标的改革经验
——此举已走在了全国前列。
目前，开化试点方案已经国家层面组织的专
家评审，其主要特色为：生态优先、全域美化、资源
整合和城乡统筹。

习近平点赞开化

“开化是个好地方，
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
记者 潘杰 叶建良
昨天，开化突然走红，
分分钟刷爆朋友圈。
下午 3 点半，县委书记项瑞良刚回到县委大院，就被等候的多家媒体
团团围住。前一天，他参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
议，
汇报了“多规合一”
试点推进落实情况。
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肯定了这项工作，还告诉他：
“开化是个好地方，
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
”

项瑞良邀请习近平再到开化看看
春节前夕，项瑞良接到了参会通知，汇报时间
10 分钟。
22 日下午，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习近平
主持，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等政治局常委出席。
汇报单位一共 10 家，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中纪委、公安部、上海市、湖北省等。开化
是唯一一个县，安排在最后一个发言，主题是“多
规合一”
试点情况。
项瑞良打趣说，
自己的级别在会场勉强相当于
过去的
“生产队长”
，
但他并不紧张：
“我就把自己当
成一个农民，
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错了也不要紧。
”
机会难得，除了把试点情况汇报好，他也很想
把开化近十年的变化告诉总书记。项瑞良反复研
究了汇报稿，
逐字斟酌，又抠去了一些串词。
汇报快结束时，他用很快的语速把藏着的话
说了出来：
“2003 年、2006 年，习总书记两次亲临开
化指导调研，勉励开化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路子，鼓励开化乡亲要‘人人有事做，家
家有收入’。全县上下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生
态立县不动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的开化
甩掉了‘欠发达’，实现了绿、富、美。出境水质常
年保持在Ⅰ、Ⅱ类，空气优良率在 99.7%，PM2.5 平
均浓度在 25 微克/立方米以下，
全省最好。
”
最后，项瑞良发出邀请：
“ 开化人民十分想念
总书记，热切盼望总书记回去看看富裕起来的开

化父老乡亲。
”
习近平边听汇报边点头，听完后说：
“ 开化是
个好地方，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请代我向开化基
层的同志们问好，
向乡亲们问好！
”
项瑞良算了下，汇报花了 9 分钟，
没有超时。

习近平曾两赴开化调研

习近平 2002 年 11 月起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根
据公开报道，他曾两次到开化调研指导工作，一次
是 2003 年，
另一次是 2006 年。
2003 年 7 月 24-25 日，习近平第一次到开化调
研。在观看开化龙顶茶道表演时，他称赞开化龙
顶茶好，文化内涵丰富。他说，一个地方的文化必
须扎根当地的土壤，源于地方传统，形成地方特
色，才有生命力。在考察了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2006 年，习近平到开化调研。

摄影 齐忠伟

时，他指出钱江源是浙江省的重要生态屏障，在生
态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必须保护好这一
方山水。
2006 年 8 月 16 日，他在时任省委常委、秘书
长李强等陪同下赴衢州调研基层基础工作。他
在开化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事大厅了解农民
参保率、报销额度、大病统筹报销情况等。他还
走访了华埠镇金星村的农户，对开化优美的生
态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鼓励开化人民要画好
山水画，要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
路走下去。
十年过去了，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当
地已发生巨大变化。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开化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124
元，
而 2006 年的数据（人均纯收入）是 3564 元。

开化如何从全国28个试点中脱颖而出

专访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 解读“多规合一”开化样本
记者 潘杰 叶建良
“多规合一”
，
这个很多人都还陌生的词汇，
如何让开化从全国 28 个试点中脱颖而出且收获习近平点赞？昨天，
快报记者对话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

一张图纸盛下县域所有规划
到任开化县委书记前，项瑞良是衢州市发改
委主任，
对规划颇为了解。
现行规划体系中，具备指导意义的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属统筹性的纲要依据。比较
大的规划包括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
功能区规划，此外还有文化保护、综合交通、水资
源、文化旅游等专项规划。
项瑞良在发改部门任职时，下属区县每年报
审的各类规划少则五六十个，多则 100 多个，规划
资金动辄上亿元。不过，很多规划相当“鸡肋”，
操作简便、心中有数的事也热衷于做规划，落地
性差。
他举例说：
“ 比如开化五年内要建几所学校，
心里都是有数的，根本不需要规划，3 页纸实施意
见就好了。”
2012 年，开化就成立了规划委员会，主任由县

把目前建设部门的 54 坐标数据、国土部门的 80 坐
标数据及其他部门的空间数据统一到 2000 坐标
系，
提供了统一协调的技术标准体系。
空间分区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县域用地存量
也得以盘活。
在项瑞良的前任鲍秀英的主导下，
开化把县域
面积划为三类空间，
50.8%是生态空间，
40.1%是农业
空间，
其余为城镇空间。在此基础上，
又划定了生态
保护红线、
基本农田红线、
城市开发边界控制线。
根据这个总布局，要淘汰搬迁企业 123 家，生
态移民 1 万余人。
“以后的县域发展不是要摊大饼，而是要做小
笼包，把一个个区域做精致。”项瑞良说，一张蓝图
厘清了功能范围，生态空间加强管控，城镇空间则
不会再扩大，
而是要做优而美。
今后县域发展要学做
“小笼包”
开化全县域也将作为一个大公园来规划、
建
探索“多规合一”后，开化将总体规划的规划
设和管理，
实现全域景区化、
景区公园化的目标。
期设定为 2030 年，作为衔接各类规划的时间节点，
长谢剑锋担纲，类似的“鸡肋”规划砍了不少。
最头疼的还不止于此，各部门规划还总是“掐
架”。发改定目标、国土分指标、规划定坐标，以建
设部门主导的城乡规划和国土部门主导的土地规
划为例，经常会有对地块定性的争议，协调起来得
花上一两年。
“等你土地性质协调好，招商引资的项目早走
了。
”
项瑞良说实施
“多规合一”
后，
所有部门的规划
都会集中在一张图纸上，
能清晰判断边界、
用途等。
他介绍，编制《开化县发展总体规划》时，针对
内容交叉、定位不清等问题，精简了 60%专项规
划，同时通过“多规合一”试点再造审批流程，开化
审批时效提升了 7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