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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浙江基本概况

一、位置面积、地形地貌与气候水文

（一）地理位置与地域面积

浙江，简称“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界于东经 118°

01′～123°10′，北纬 27°02′～31°11′之间。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

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境内最大的河流为钱塘江，因江流曲折，

称之江，又称浙江，省以江名，简称“浙”。

浙江陆域面积 10.5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域面积的 1.1%，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东西和南

北的直线距离均为 450 公里左右。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 74.63%，水面占 5.05%，平坦地占 20.32%，

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浙江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有 2878 个，

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海岛有 26 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其中面积 502.65 平方公里的舟山岛为中国

第四大岛。

（二）地形地貌

浙江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东部以丘陵和沿海平原为主，中

部以丘陵和盆地为主，西南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形大致可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中山丘陵、浙东丘陵、

中部金衢盆地、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及海滨岛屿 6个地形区。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成大致平行的三支。

西北支从浙赣交界的怀玉山伸展成天目山、千里岗山等；中支从浙闽交界的仙霞岭延伸成四明山、会稽

山、天台山，入海成舟山群岛；东南支从浙闽交界的洞宫山延伸成大洋山、括苍山、雁荡山。龙泉市境

内海拔 1929 米的黄茅尖为浙江最高峰。

（三）气候水文

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属季风性湿润气候，气温适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

温在 15℃～18℃之间，年日照时数在 1100～2200 小时之间，年均降水量在 1100～2000 毫米之间。1月、

7月分别为全年气温最低和最高的月份，5 月、6 月为集中降雨期。因受海洋影响，温、湿条件比同纬度

的内陆季风区优越，是我国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之一。

水系主要有钱塘江、瓯江、灵江、苕溪、甬江、飞云江、鳌江、曹娥江八大水系和京杭大运河浙江

段。钱塘江是浙江省内第一大江，有南、北两源，北源从源头至河口入海处全长 668 公里，其中在浙江

省境内 425 公里；南源从源头至河口入海处全长 612 公里，均在浙江省境内。湖泊主要有杭州西湖、绍

兴东湖、嘉兴南湖、宁波东钱湖四大名湖，以及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全省最大人工湖泊千岛湖等。

      浙江省省情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第 2 页 共 16 页

二、人口、民族与宗教

（一）人口

据 2019 年全省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585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13 万人。

其中，男性人口 3005 万人，女性人口 2845 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 51.4%和 48.6%。全年出生人口 60.9

万人，出生率为 10.51‰；死亡人口 32.0 万人，死亡率为 5.52‰；自然增长率为 4.99‰。城镇化率为

70.0%。

（二）民族

浙江省属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不多，但民族成分较多。我省少数民族达 53 个

（仅缺德昂族和保安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 39.97 万人。人口数在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 7 个：畲

族(170993 人)、土家族（55310 人）、苗族（53418 人）、布依族（21457 人）、回族（19609 人）、壮

族（18998 人）、侗族（17960 人）。世居浙江省的少数民族是畲族、回族和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大

多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因工作、经商或婚嫁而落户浙江的。

浙江省少数民族以畲族人口为多数，农村人口为主体，具有大分散和小聚居结合的特点，分布状况：

温州市（28．63%）、丽水市（19．42%）、杭州市（11．37%）、金华市（9．26%）、宁波市（8．53%）。

其他 6 个市合计仅占 22．79%。设有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并设有 18 个畲族乡

（镇），少数民族人口占 30%的行政村有 400 多个。

（三）宗教

浙江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宗教。各宗教历史悠久，信徒众多。佛教、

道教传入浙江有 1800 余年历史，伊斯兰教传入浙江有近 1400 余年历史，天主教传入浙江有近 400 余年

历史，基督教传入浙江有 150 余年历史。佛教有全国重点寺院 13 座，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天

台山国清讲寺被日本、韩国佛教奉为天台宗祖庭，宁波天童寺被日本佛教尊为曹洞宗祖庭。道教十大洞

天福地中，浙江占了三个。杭州凤凰寺为我国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全省共有可统计信徒 180

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 2.5 万余人，宗教活动场所 1 万多处，省市县三级宗教团体 225 个，宗教院校 6

所，培训中心 32 处。

三、行政区划

浙江省行政区划一览

杭州市 10 个市辖区、2 个县、1个县级市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

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

宁波市 6个市辖区、2 个县、2个县级市

海曙区、江北区、北仑区、镇海区、鄞州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慈溪市

温州市 4个市辖区、5 个县、3个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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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

乐清市、龙港市

绍兴市 3个市辖区、1 个县、2个县级市

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新昌县、诸暨市、嵊州市

台州市 3个市辖区、3 个县、3个县级市

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玉环市、温岭市、临海市

金华市 2个市辖区、3 个县、4个县级市

婺城区、金东区、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义乌市、东阳市、兰溪市、永康市

衢州市 2个市辖区、3 个县、1个县级市

柯城区、衢江区、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江山市

湖州市 2个市辖区、3 个县

吴兴区、南浔区、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

嘉兴市 2个市辖区、2 个县、3个县级市

南湖区、秀洲区、嘉善县、海盐县、平湖市、桐乡市、海宁市

舟山市 2个市辖区、2 个县

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

丽水市 1个市辖区、6 个县、1个自治县、管 1 个县级市

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

至 2020 年 3 月，全省辖 483 个街道、619 个镇、245 个乡、14 个民族乡，合计 1360 个乡级区划。

四、自然资源

（一）水资源

浙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年均降水量为 1600 毫米左右，是中国降水较丰富的地区

之一。

浙江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937 亿立方米，但由于人口密度高，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2008 立

方米，最少的舟山等海岛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600 立方米。

（二）土地资源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标准时点），浙江省境内耕地 2980.03 万亩，占 18.83%；园地 943.52

万亩，占 5.96%；林地 8530.94 万亩，占 53.91%；草地 155.76 万亩，占 0.97%；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333.49

万亩，占 8.43%；交通运输用地 319.07 万亩，占 2.0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289.53 万亩，占 8.15%；

其他土地 273.53 万亩，占 1.73%。

浙江省的土壤以黄壤和红壤为主，占浙江省面积 70%以上，多分布在丘陵山地，平原和河谷多为水

稻土，沿海有盐土和脱盐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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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资源

浙江省植被资源在 3000 种以上，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 45 种。树种资源丰富，素有“东南

植物宝库”之称。

浙江林地面积 667.97 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 584.4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60.5%，活立木总蓄积

1.94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中，乔木林面积 420.18 万公顷，竹林面积 78.29 万公顷，国家特别规定灌木

林面积 85.95 万公顷。

浙江的森林覆盖率、毛竹面积和株数位于中国前茅。其中竹林面积占中国的 1/7，竹业产值约占中

国的 1/3，森林群落结构比较完整，具有乔木林、灌木林、草本三层完整结构的面积占了乔木林的 54.2%，

只有乔木层的简单结构的面积仅占乔木林的 1.5%。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健康等级达到健康、亚健康的

森林面积比例分别为 88.45%和 8.23%。森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总体上属中等偏上水平，森林植被类型、

森林类型、乔木林龄组类型较丰富。

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 123 种动物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野生动物有兽类 80 多种，

鸟类 300～400 种，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2 种，二级保护动物 103 种，省级保护动物 44 种。

（四）矿产资源

浙江省境内矿产种类繁多，有铁、铜、铅、锌、金、钼、铝、锑、钨、锰等，以及明矾石，萤石、

叶蜡石、石灰石、煤、大理石、膨润土、沸石等。明矾石矿储量居世界第一（60%），萤石矿储量居中

国第二。

浙江省境内已发现矿产 113 种。截至 2009 年底浙江省统计矿产资源储量的矿产 93 种（不包括油气、

放射性矿产）。浙江省列入统计的矿区有 2392 个，比上年减少 302 个，其中固体矿产矿区 2343 个，地

热矿泉水矿区 49 个。

非金属矿产丰富，部分矿种探明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以探明资源储量而言，明矾石、叶蜡石居

全国之冠，萤石、伊利石、铸型辉绿岩居全国第二，饰面闪长岩第三，沸石、硅灰石、透灰石、硼矿、

膨润土、珍珠岩等列前十名之内。多数矿床规模大，埋藏浅，开采条件好。

金属矿产点多面广，但规模不大。浙江省铁、铜、钼、铅、锌、金、银、钨、锡矿产较多，但多数

为小型矿床或矿点，仅少数矿产地达到大中型规模，且矿石组成复杂，共伴生多种元素。

浙江省域成煤地质条件差，煤炭资源贫乏；陆域尚无发现油气资源，但海域油气前景看好。

（五）海洋资源

浙江省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岸线总长 6486.24 公里，占中国的 20.3%，居中国首位。其中大陆海

岸线 2200 公里，居中国第 5 位。

有沿海岛屿 3000 余个，水深在 200 米以内的大陆架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

里。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有 3061 个，是中国岛屿最多的省份，其陆域面积有 1940.4 万公顷，90%

以上无人居住。

浙江岸长水深，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岸线 290.4 公里，占中国的 1/3 以上，10 万吨级以上泊

位的深水岸线 105.8 公里。东海大陆架盆地有着良好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前景。港口、渔业、旅游、油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第 5 页 共 16 页

气、滩涂五大主要资源得天独厚，组合优势显著。截至 2013 年，有港口 58 个，泊位 650 个，年吞吐量

2.5 亿吨。海岸滩涂资源有 26.68 万公顷，居中国第三。舟山是浙江唯一的海岛市，是国家重点开发区

域之一。

浙江海域辽阔，气候温和，水质肥沃，饵料丰富，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的栖息生长与繁殖。生物种类

繁多，素有“中国鱼仓”美誉。

浙江可供海水养殖的品种：石斑鱼、鲍鱼、扇贝、海参、鳗鲡、褐菖鮋、黑鲷、真鲷、鲈鱼、鮸状

黄姑鱼、黄条鰤、河豚、卵形鲳鲹、鲻骏鱼、海鳗、中华乌塘鳢、中国对虾、日本对虾、斑节对虾、长

毛对虾、刀额新对虾、脊尾对虾、梭子蟹、青蟹、海马。

（六）其他资源

1.二次能源

电力生产：浙江省电力总装机容量 5728 万千瓦，总发电量 2568 亿千瓦时，其中 6000 千瓦及以上

发电机组发电量 2503 亿千瓦时。

热电联产：地方热电联产企业年发电量 172 亿千瓦时，年集中供热量 3.2 亿吉焦。（截至 2010 年）

2.可再生能源

风能利用：浙江省已建成投产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 24.9 万千瓦。风力发电量 4.7 亿千瓦时。

太阳能利用：浙江省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利用示范项目装机容量 2.96 万千瓦，累计推广太阳能热水

器 920 万平方米。

垃圾焚烧发电：浙江省已建成投产的垃圾焚烧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33.3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20.1 亿

千瓦时。

农村生物质能：浙江省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用能中，秸秆和薪柴消费折合标准煤 57.8 和 95.6 万吨。

沼气用户 14.4 万户，大中型沼气工程 7240 处，年产沼气 1.7 亿立方米，折合标准煤 10.3 万吨。农村

清洁能源利用率已达 66.0%。

五、旅游资源

（一）风景名胜

浙江打出“诗画浙江”的旅游品牌，力求全面建成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提出了浙江全省“大花园

建设”的具体举措。

浙江文化属于典型的“中国东南文化区”，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88

处，省级 321 处，市县级 1674 处，共有文物保护点近 4 万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13 个。

浙江省有重要地貌景观 800 多处，水域景观 200 多处，生物景观 100 多处，人文景观 100 多处；18

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42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6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2 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4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9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 个，国家森林公

园 35 个。浙江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27 处，国家自然保护区 65 处，是森林公园最多的省，有丝绸、

茶叶、服装、南宋官窑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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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具代表性的风景名胜区有：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嘉兴市桐乡乌镇古镇旅游区、金华市东阳横

店影视城景区、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嘉兴西塘古镇旅游景区、雁荡山风景名胜区、湖州市南浔古镇景区、

台州市神仙居景区、天台山风景名胜区、杭州市千岛湖风景名胜区。

（二）地方特产

1.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属绿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产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龙井村周围群山，并因此得名。具

有 1200 多年历史。清乾隆游览杭州西湖时，盛赞西湖龙井茶，把狮峰山下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树封为

“御茶”。西湖龙井按外形和内质的优次分作 1～8 级。

2.杭州丝绸

杭州丝绸，浙江省杭州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杭州丝绸，质轻、柔软，色彩美丽，在中

国传统丝织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3.奉化水蜜桃

奉化水蜜桃，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据史料记载，奉化栽桃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水蜜桃已经成为奉化市的传统名果，也是中国四大传统名桃之一。

4.五芳斋粽子

五芳斋粽子号称“江南粽子大王”，是浙江省传统名吃，也是端午节节日美食。以糯而不烂、肥而

不腻、肉嫩味香、咸甜适中而著称。如今，嘉兴五芳斋粽子因其滋味鲜美、携带方便、食用方便而备受

广大旅游者厚爱，有“东方快餐”之称。

5.金华火腿

金华火腿，浙江省金华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华火腿色泽鲜艳，红白分明，瘦肉香咸

带甜，肥肉香而不腻，美味可口；内含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第二节 浙江的历史与文化

一、历史沿革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 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就有

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00 多处，有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

6000 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 5000 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秦朝在浙江设会稽郡。

三国时富阳人孙权建立吴国。唐朝时浙江先后属江南东道、两浙道，渐成省级建制的雏形。五代十国时

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元代时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初改元制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 11 府、l

州、75 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为浙江省，建制至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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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言

浙江人大部分属江浙民系，其中吴语人口占浙江省总人口的 98%以上，除此以外还有闽南语、蛮话、

客家语、畲语、官话等语言人口分布在省内个别县市。

吴语分片

吴语太湖片：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

吴语台州片：台州、宁波局部地区、温州局部地区

吴语金衢片：金华、衢州

吴语瓯江片：温州

吴语上丽片：丽水

三、文化艺术

浙江，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南端，面临浩瀚的东海。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

丰富。从新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萧山“跨湖桥遗址”所获得的丰富遗迹、遗物，到二十世纪末的漫漫七

千年年间，浙江先民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变革撞击中，创造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历史辉煌。浙江又是吴越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着十分丰富和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使浙江赢得了“丝

绸之府”“鱼米之乡”和“文化之邦”的美誉。

（一）文学

浙江先民口头文学的产生，远在汉字产生之前。不过，浙江的文人创作起步较晚，不及中原地区，

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后起之秀。六朝以后，浙江文学逐步兴起。晋室东渡，王谢贵族迁居浙东，中原文化

随之深入浸染，浙江文学蔚然勃兴。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派，对后世影响颇巨。隋唐、北宋，

浙江代有其人，如骆宾王、贺知章、孟郊、罗隐、周邦彦等。白居易、元稹、杜牧、范仲淹、王安石、

苏轼等大文豪先后任职浙江，文采风流，代代相传。浙江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南宋时期，浙江文学蔚为大观。陆游作品众多粹美，史所罕见。南渡的李清照和世居钱塘的朱淑真

乃宋代女作家的双子星。陈亮、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均为南宋词坛大将。而古代的白话小说

和戏剧文学，也都发源于这一阶段的浙江。

元明清时期，浙江文学继续繁荣，赵孟頫、杨维桢乃元之大家，杭州更是后期的杂剧中心。晚明张

岱的小品，徐渭、袁枚的诗文和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影响很大。清初洪昇的《长生殿》

是戏剧瑰宝，晚清龚自珍、王国维等皆一代之杰。

浙江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谓举足轻重。1918 年 5 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创

了现代小说的先河，他的《呐喊》《彷徨》是非常重要的白话小说集。鲁迅还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茅

盾等则是文学研究会的干将。而郁达夫则是创造社的主将，其《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

话短篇集。1922 年在杭州成立的湖畔诗社是我国第一个新诗社，其他如徐志摩、戴望舒、夏衍、施蛰存、

艾青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文学进入了崭新的阶段。50 年代前期，许钦文、陈学昭、冀汸等均有建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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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时期文学凋敝。新时期文学复苏，80 年代的中篇小说和 90 年代的长篇小说，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浙江诗歌、散文和杂文，以及文学理论、儿童文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戏剧

浙江是戏剧大省，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最早成熟的戏剧样式——南戏，就在浙江东南

沿海城市温州诞生。在悠久而绵长的戏曲发展史中，浙江谱写了耀煌的篇章。浙江戏曲人才辈出，佳作

迭现。高则诚、徐渭、王骥德、李渔、王国维等一批杰出的浙江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如巨星闪耀，

彪炳史册，四大南戏“荆刘拜杀”、《琵琶记》和《长生殿》等一批不朽的传世之作至今仍流播舞台，

幽香袭人。浙江声腔剧种资源丰富。明传奇“四大声腔”中，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即占其二。越、京、

昆、绍、婺、姚、瓯、湖、木偶等地方剧种争奇斗妍，姹紫嫣红。越剧以其清新优美的艺术风格，在戏

曲百花园中一枝独秀，已跻身全国性大剧种之列。新时期以来，随着越剧“小百花”的崛起和《西厢记》

《五女拜寿》等艺术精品的涌现，浙江戏剧舞台生机勃勃，得到很好的发展。

浙江文化发达，文物荟萃，音乐歌舞非常昌盛。早在夏代，即有涂山女歌“候人猗”曲的记载，被

后人称之为“南音之始”。周代仍在浙江流行的“越人歌”即是其中的一首。汉唐时期，浙江人杰地灵，

物阜民丰，音乐、歌舞、百戏大兴，品种丰富，尤其是参军戏主要盛行于浙东一带，长期流传的歌舞百

戏、巫觋活动，为浙江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终于形成了包含文学、音乐、舞蹈、

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各种素质的综合艺术。

四、文化遗产

浙江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00 多处，有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 6000 年的马家浜文

化和距今 5000 年的良渚文化，近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萧山“跨湖桥遗址”也获得了丰富的遗迹、遗物。

2005 年，浙江省在中国率先公布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 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项目数量位居中国第一。2007 年，省政府又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

10 大类 225 项。

1.民间表演：戏曲、越剧（嵊州）、调腔（新昌）、平调（宁海）、昆剧（永嘉）、婺剧（金华）、

皮影戏（海宁）、三脚戏（淳安）、杭剧（杭州）、绍剧（绍兴）、莲花落（绍兴）、甬剧（宁波）、

姚剧（余姚）、瓯剧（温州）、湖剧（杭嘉湖）

2.曲艺：宁波四明南词、宁波明州走书、杭州西湖小热昏、瑞安鼓词、绍兴莲花落、绍兴平湖调、

金华道情、平湖钹子书、兰溪摊簧、临海词调、舟山锣鼓

3.舞蹈：奉化布龙、长兴百叶龙、青田鱼灯、十八蝴蝶（永康）、海盐滚灯、淳安竹马、浦江板凳

龙、大头和尚舞（宁波）

4.造型艺术：朱炳仁铜雕、青田石雕、东阳木雕、乐清黄杨木雕、龙泉宝剑、宁波朱金木雕、骨木

镶嵌、都锦生织锦（杭州）、西湖绸伞、硖石灯彩（海宁）、王星记扇（绍兴）、乐清细纹刻纸、桐庐

剪纸、萧山花边、苍南夹缬、桐乡蓝印花布、瓯塑和瓯绣、黄岩翻簧竹雕、东阳竹编、嵊州竹编、浦江

麦杆贴

5.民俗风情：衢州南宗祭孔、景宁畲族祭祀仪式、海盐骚子、炼火（磐安）、扫蚕花地（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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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州山歌、湖州琴书、路桥气象谚语、渔民号子、天台山佛教音乐、织里刺绣、

杭州刺绣、昌化竹编、松阳端午茶、台州道情、桑生产习俗、杭派书画装裱工艺

7.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平调、青田石雕、杭州铜雕、宁波金银彩绣

8.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泠印社金石篆刻、乐清细纹刻纸、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龙泉青瓷传

统烧制技艺

9.世界遗产：杭州西湖、江山江郎山、良渚古城遗址、京杭大运河

五、饮食

浙江菜，简称浙菜，是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其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故谚曰：“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浙江省位于我国东海之滨，北部水道成网，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西南丘陵起伏，盛产

山珍野味。东部沿海渔场密布，水产资源丰富，有经济鱼类和贝壳水产品 500 余种，总产值居全国之首，

物产丰富，佳肴自美，特色独具，有口皆碑。

浙江菜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受资源特产的影响。浙江濒临东海，气候温和，水陆交通方

便，其境内北半部地处我国“东南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土地肥沃，河汉密布，盛产稻、麦、粟、

豆、果蔬，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四季时鲜源源上市；西南部丘陵起伏，盛产山珍野味，农舍鸡鸭成群，

牛羊肥壮，无不为烹饪提供了殷实富足的原料。

浙菜系主要名菜有：西湖醋鱼、东坡肉、赛蟹羹、家乡南肉、干炸响铃、荷叶粉蒸肉、西湖莼菜汤、

龙井虾仁、杭州煨鸡、虎跑素火煺、干菜焖肉、蛤蜊黄鱼羹、叫化童鸡、香酥焖肉、丝瓜卤蒸黄鱼、三

丝拌蛏、油焖春笋、虾爆鳝背、新风蟹誊、雪菜大汤黄鱼、冰糖甲鱼、蜜汁灌藕、嘉兴五芳斋粽子、宁

波汤团、湖州千张包子等数百种。丰富的烹饪资源、众多的名优特产，与卓越的烹饪技艺相结合，使浙

江菜出类拔萃地，独成体系。

六、著名人物

浙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东汉至现代，浙江籍文学

家载入史册者已逾千人，约占中国的 1/6，现代科学界到处是浙江人的身影，“两院”院士（学部委员）

中，浙江籍人士占了近 1/5，其中宁波两院院士中国最多。

1.西施，本名施夷光，越国美女，一般称其为西施，后人尊称其“西子“。春秋越国（浙江诸暨苎

萝村）。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当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谋复国。在国难当

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救国，与郑旦一起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乱

吴宫，以霸越。

2.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建安五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建安

十三年，孙权与刘备建立了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黄武元年，孙权

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建立吴国。黄龙元年，孙权正式称帝。孙权称帝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设

置郡县，并继续剿抚山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4%B8%89%E8%A7%92%E6%B4%B2%E5%B9%B3%E5%8E%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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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区）人。唐代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与张若虚、张

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与李白、李适之等谓“饮中八仙”，又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

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司马承祯并称为“仙宗十友”。其诗文以绝句见长，除祭神乐章、应制诗

外，其写景、抒怀之作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其中《咏柳》《回乡偶书》等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作品

大多散佚，《全唐诗》录其诗 19 首。

4.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出身于仕宦之家，幼

年随父宦游各地。嘉祐八年，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历任

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三司使等职。元丰三年，沈括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

使，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后因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晚年移居润州，隐居梦溪园。绍圣二年，因病辞

世。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

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名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科技史乃至文

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5.刘基，字伯温，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文成县）人，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

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刘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与

宋濂、叶琛、章溢合称“浙东四大名士”。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

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

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

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

6.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明朝名臣、民族英雄，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

永乐十九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

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正统十一年，因进京觐见时不向王振献媚送

礼，遭其党羽诬陷，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

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于谦率二十二万军队，列阵北京九

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天顺元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于谦

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7.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

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

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右佥都御史、

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

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王守仁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王守仁的学说思

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8.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原籍婺州兰溪。南宋

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赵孟頫博

学多才，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画，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

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

亦无所不精。在书法上，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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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传世书法作品有

《洛神赋》《道德经》《兰亭十三跋》《赤壁赋》《六体千字文》等。画作有《秋江饮马》《红衣天竺

僧》《重江迭嶂》《水村图》等。

9.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

迅”是他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革命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

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

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

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10.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

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其于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

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

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 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经济

1.综述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623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097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6567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33688 亿元，分别增长 2.0%、5.9%和 7.8%，第三

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58.9%。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 3.4︰42.6︰54.0。人均 GDP 为 107624 元（按

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5601 美元），增长 5.0%。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和我国 GDP 核算制度规定，

2018 年浙江 GDP 修订为 58003 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修订为 3.4∶43.6∶53.0。

2.消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9%，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 8.0%。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2.5%。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 2.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9%。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上涨 2.1%。

3.就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5.7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52%，比上年下降 0.08 个百分点。城镇调

查失业率各季保持在 4.2%～4.4%，四季度为 4.3%。

4.新兴产业

新动能加快成长。全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 2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6229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4.5%。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文化、节能环保、健康产品、高端装备、时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3%、4.4%、5.7%、8.3%、

5.2%和 4.2%；高技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3%、8.0%、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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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分别为 14.0%、54.5%、40.9%和 31.1%；人工智能产业增长 21.3%。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8.4%、11.9%、11.6%和 8.8%。网络零售额 19773

亿元，增长 18.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 9984 亿元，增长 18.5%。

5.财政收入

发展效率效益提升。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预计为 16.2 万元/人，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提高 5.7%；规

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 24.7 万元/人，提高 9.6%。财政总收入 122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7048 亿元，增长 6.8%。其中，税收收入 5898 亿元，增长 5.6%，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3.7%。

公共预算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减税降费政策成效得到较好体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53 亿元，

增长 16.5%，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7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4759 亿元，增长 5.4%，其中，

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7.8%、7.3%、9.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35%，

提高 0.1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182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营业利润 2465 亿元，增长 16.1%。

二、交通

1.铁路

浙江铁路发展的历史比较久远，早在清朝末年的 1906 年就开工修建第一条从上海到浙江杭州的铁

路——沪杭铁路。此后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建成浙赣线杭江段、杭兰支线、萧甬线。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铁路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批铁路得以改造，提高利用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二

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大力推进高速铁路建设的春风，浙江铁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

展时期，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省铁路运输网络，除传统的浙赣线、沪杭线、萧甬线、金千线、金温线，杭

牛线、宣杭线、新长线等铁路线外，相继建成杭深、宁杭、杭甬、沪杭、杭长等一批高速铁路。计划三

年内将浙江全省铁路里程达到 2600 公里，打造除舟山外，全省铁路 2 小时交通圈和长三角 1 小时城际

快速通道。

以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地为中心，覆盖全省的浙江新一轮铁路建设计划——“八八计划”正

式出炉。“八八计划”，是要在“十二五”期内（2014、2015 年）确保开工 8个铁路项目，而后两年（2016、

2017 年）再开工 8个项目，争取 2020 年前建成 16 个项目。

2.航运

沿海的宁波、上海与舟山群岛之间每天都有多班客轮往返，形成了中国最为繁忙的海上客运“金三

角”。京杭大运河的杭州—苏州、杭州—无锡区段每天尚存一班夕发朝至的游船对开。

浙江的主要沿海港口有：宁波港、舟山港、台州港、乍浦港、温州港；主要内河港口有：杭州港、

嘉兴港、湖州港、绍兴港。

3.航空

杭州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世界百强机场、中国十大机场

宁波市：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温州市：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国内二级民用机场

嘉兴市：嘉兴机场——军民合用（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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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湖州长兴机场——军用

金华市：义乌机场——军民合用

衢州市：衢州机场——军民合用

台州市：台州路桥机场——军民合用

丽水市：丽水机场——正在建设

舟山市：舟山普陀山机场

4.跨海大桥

杭州湾跨海大桥、杭州湾第二跨海大桥（正在规划）、温州大桥、舟山跨海大桥、嘉绍大桥（杭州

湾）、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正在规划）、三门湾跨海大桥、台州湾跨海大桥

三、人民生活

（一）收入消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9%，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 8.0%。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2.5%。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 2.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9%。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上涨 2.1%。

（二）科技教育

1.科技发展

2009 年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 7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2%，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15%，

比上年提高 0.27 个百分点。R&D 经费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7%，比上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地方

财政科技投入 1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7%，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3.82%。

年末全省拥有县及县以上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 149 家，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含

试验基地）172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953 家，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40 家，拥有省级区域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117 家，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 12 家。全年专利申请量 10.85 万件，专利授权

量 7.99 万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20.6%和 51.0%。全年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 56.5 亿元。

年末全省有 1122 家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22 个，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 5 个。

全省有 11313 家企业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 76699 张，有 39752 家企业获得了管理体系认证。法定计量技

术机构 77 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586.35 万台件。全年测绘部门完成各种比例尺地形图 7.46 万幅。

2.教育事业

截至 2019 年末，浙江省共有小学 3310 所，招生 65.6 万人；在校生 367.1 万人，比上年增长 1.8%，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9.99%。小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9.9 平方米；生均图书 32.5 册；每百名学生拥

有计算机 21.1 台；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比例为 99.8%。共有初中 1744 所，招生 55.0

万人；在校生 163.7 万人，比上年增长 1.4%，初中入学率为 99.99%。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20.8 平方

米；生均图书 52.8 册；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 33.5 台；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比例为

99.7%。全省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245 所（不含技工学校），招生 19.9 万人，在校生 54.2 万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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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中 601 所，招生 27.3 万人，在校生 78.4 万人，毕业生 25.4 万人。

（三）生态环境

进入 80 年代后，浙江把环境保护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全

面发展，主要表现有以下 6 个方面：

（1）环境管理体系逐步完善。根据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浙江省

人大常委会自 1981 年以来，先后制定、颁布了《浙江省防治环境污染暂行条例》《浙江省征收排污费

和罚款暂行规定》《浙江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等 29 个环境保护行政规章。这些法规、规章作为国家法

律法规的补充和延伸，使浙江省的环境管理逐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工业污染蔓延趋势得到控制。在浙江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总量没有同步

增加，某些污染物排放量还有所减少。

（3）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初见成效。浙江各大中城市结合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积极调整工业布局

与产业结构，从宏观上控制城市工业污染。结合基础设施建设，采取集中供热、发展煤气、兴建供排水

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绿化美化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

（4）自然生态保护取得可喜成绩。浙江在防治工业污染解决“点”上环境问题的同时，重视和抓

好“面”上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全省农业资源得到较合理的开发利用，耕地锐减势头得到控制，土壤

肥力有所提高，农药污染显著减轻，“一优两高”农业稳步发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开始起步。

（5）环保科技迅速发展，环保产业初具规模。

（6）保持了环境质量的相对稳定。据 2000 年环境监测，浙江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在全国各省、

自治区中尚具一定优势。城市空气质量基本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处于尚清洁水平。

第四节 2020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2020 年 1 月 12 日上午，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在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省长袁家军作政府

工作报告。

【要点一】2019 年主要工作回顾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一年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党中央、国

务院和中共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认

真执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深入实施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突出稳企业、

增动能、保平安，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以“三服务”的非常之功全力做好

“六稳”工作，圆满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预计全省生产总值突破 6 万亿元、增长 6.8%，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8%，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8.3%、9.4%。良渚遗址申遗成功，进一步增添了浙

江大地的厚重感和知名度。

【要点二】2020 年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2020 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具体工作中，要以“八八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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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纲，坚持“稳”字当头、“进”字为重、“好”字为本、“俭”字为要，深入开展“三服务”活动，

全面推进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谋划实施一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

大政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一要为发展聚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创新机制扩大内需。

二要为企业赋能。以“绣花功夫”精准服务企业，对民营企业真重视真关心真支持。

三要为小康增色。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金融风险防控三大攻坚战，用心办好百姓关心的

“关键小事”。

四要为治理提效。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用好省域治理现代化十招，发挥制度优势，提高治理能力。

1.全力稳企业稳增长

制定实施一批新的降本减负措施，全年为企业减负 2700 亿元；深入实施融资畅通工程；加大金融

风险防控化解力度，加大政策性纾困力度；深入实施省市县长项目工程，大力推动浙商回归；大力实施

“六个千亿”产业投资工程；全面实施稳外贸政策；开拓“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2.联动推进创新强省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工程；全力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着力推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平台、人才、政策、要素集聚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科技创新尖峰、

尖兵、领雁、领航四大计划；深入实施“双倍增”计划。

3.以“四大”建设为载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长三角联合创新基地等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扎

实推进大湾区标志性工程建设；推动衢州、丽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串珠成链推进“四条诗路”千万级

核心景区和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聚焦“三个 1小时”交通圈目标，高水平建设交通强省；实现“县县

通高速”；推进特色小镇和未来社区建设。

4.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擦亮“最多跑一次”改革金名片，推进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全流程最多跑一次；深入

实施国有企业改革“1+6”行动；全面推进“多规合一”改革；深入推进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创新发展；着力打造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示范区；打造“一带一路”枢纽。

5.加快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清废行动；深入推进“五水共治”；全面推进治废工作，开展全域“无

废城市”创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建设，力争生活垃圾总量零增长和零填埋；全面打响工业垃

圾歼灭战。

6.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

培育文明有礼的最美浙江人；做好良渚遗址保护利用；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挖掘阳明文化、和

合文化、南孔文化等丰富内涵，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划；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完善

“浙江智慧文化云”；建设文旅深度融合先行区。

7.高标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好推动“两进两回”；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生猪增产

保供稳价；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压实“米袋子”“菜篮子”负责制；推进“百镇样板、千镇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第 16 页 共 16 页

美丽”工程；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8.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

大力实施新时代工匠培育工程和“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 10%以上，

低收入农户最低收入水平达到年人均 8000 元以上；探索城乡教育共同体，推动城乡孩子同教育同培养；

高水平建设平安浙江；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共建“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认真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9.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以百姓之心为心，推进“三服务”制度化长效化；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

以走在前列的姿态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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