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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品质城市建设

一波综合体即将亮相临平新城
如果说城市改变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那么城市综合体的出现无疑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记者从临平新城了解到，迎宾路沿线华元城、余之城、银泰城、地铁 1
号线翁梅站上盖物业泰迪熊主题游乐商业中心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实现开业亮相，
城东片区的市民休闲、购物、游玩有了更多的新去处。 记者 孙明姝 通讯员 虞倩

华元城综合体效果图
昨天，记者来到预计近期开业的华元
城，商场楼宇周围已经挂起部分入驻品牌的
标志，入驻商铺正在加紧装修，为开业做准
备。

记者了解到，即将开业的几家综合体
拥有多功能板块，定位错位各有特色。华
元城集商业、五星级酒店、酒店公寓、高尚
住宅、写字楼等于一体；银泰城集休闲购
物、餐饮娱乐、商务办公、住宅、五星级酒店
等于一体；余之城则具有零售、餐饮、娱乐、
文化、教育、服务、办公、居住、生态等综合
功能。而翁梅站上盖物业泰迪熊主题游乐
商业中心则以超级 IP 泰迪熊为主题，拥有
影院、精品超市、真冰场、儿童游乐、餐饮、
娱乐等众多业态。
“以前总是羡慕住在杭州市区的居民，

觉得他们逛商场买衣服方便。有时候和朋
友们逛街吃饭，还要跑到北边万宝城或者
杭州市区。”家住南苑的杨小姐说，现在家
门口就有“高大上”的城市综合体，不久后
她和家人步行十分钟就能享受“一站式”消
费服务。
“ 听说许多时尚品牌会入驻，期待
已久！”杨小姐直言道。正如她所说，城市
综合体的开业将引领临平步入新的消费时
代，提升市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体验以及
生活感受。
待综合体开业后，市民们走出家门就
能感受生活乐趣：一家人携手边散步边逛

店；逛累了就到特色餐饮店吃上一顿饭；带
孩子到综合体里的电影院去看电影、到游
乐场去玩一会……
在临平工作的詹先生把房子买在了余
之城，他说：
“ 选择余之城是因为看好新城
的地段和发展前景，不远处就是地铁站、高
铁站、汽车南站和余杭高速互通，相信三路
一环开通后交通会更便利。”另外，詹先生
看中周边的发展规划，
“艺尚小镇不仅规格
高，而且环境也很美，让整个区域的生活环
境品质提升不少，综合体的建成也让生活
更方便。”

黄湖青山村预计 6 月底完成
“美丽乡村”
精品村建设
本报讯 ( 记者 商赟 潘怡雯 通讯
员 谷艺) 昨日，记者来到黄湖镇青山村，
看到新一轮的“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动
工。
走进青山村，一眼就能看到村民阮
永良的家，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白墙黛
瓦分外秀美。他家作为青山村的样板
房，在去年全区的“美丽乡村”样板房考
核中名列榜首。阮永良说，
“ 变化太大
了。”现在，他常常在朋友圈发自家房屋
的美图，
“ 点赞的人特别多，都羡慕我能
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作为黄湖首批开
展“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的村庄，青山
村在 2017 年完成整体形象提升改造进
度的 70%左右。
“全村的外立面整治提升工作已经
基本结束，现在主要在做村道路面提升
工程，同时在建一条沿溪的 380 米长的石
材栏杆。”村书记俞祖根告诉记者，这两
项工程计划在 4 月底前结束。
记者还了解到，青山村将在石扶梯
水库靠近村口的一侧打造一个滨水公
园，并对此处原有的停车场进行线路上

近年来，迎宾路一带越来越有“都市范
儿”和“国际范儿”：宽敞的道路，充满着现
代都市气息、鳞次栉比的宏伟建筑……繁
华的都会场景让人惊叹于临平新城的发展
速度。如今，综合体即将“上线”，将实现人
气的注入、企业的聚集、产业的升级，为品
质之城增添更多亮色。开业后将进一步完
善和拓展新城现代服务业配套功能，提升
城市的形象和品质，使之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生命力的新
载体。

美丽公路
塘栖启动
“四好农村路”
建设

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阮永良的家分外秀美
改下工程。针对村后的石扶梯古道，青
山村计划在古道入口处新建一个拥有 30
个车位的停车场，和一座占地约 70 平方

米 的 标 准 公 厕 ，从 而 提 升 旅 游 配 套 设
施。上述项目计划在 6 月底前完工。
今年，除了全面完成首批创建的两

个精品村的扫尾工作外，黄湖还将启动
第二批 3 个创建村项目建设，力争全面建
成景区村庄。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张钰）
日前，塘栖启动“四好农村路”建设，积极助
推
“美丽塘栖”
建设。
据悉，该项目建设范围为近 5 年内不
可能进行城市化建设的村（社）的乡道或村
道。项目建设按照“四好农村路”+景区配
套、美丽乡村、农业经济等交通与经济融合
发展的模式进行，希冀打造以丁山湖及超
山为圆心的“四好农村路”示范区，提升景
区周边交通道路的通达深度和等级水平；
提升美丽乡村周边路网条件，增强交通保
障能力和水平。同时，结合该镇北部千亩
良田，打造以塘北为中心的示范区，使交通
服务能力适应农业发展需求。
项目建设标准将按照省有关规定执
行，整治两侧违章和不雅建筑，种植行道
树，配套公交站点，并落实专门管养队伍做
好道路保洁和维护，实现“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目标。

余杭改革开放 40 周年图片征集启事
为全面展示余杭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辉煌历程和
巨大成就，计划举办“我们的足迹——余杭区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图片展览”，并出版画册。为此，特
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反映余杭改革开放 40 年来发展成
就和沧桑巨变的图片作品。
一、作品内容
此次图片征集活动以“我们的足迹”为主题，来稿
作品要求围绕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变迁、重大活
动、百姓故事等内容，突出余杭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
大节点、重大成就、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见证发生在
身边的精彩场景、激动时刻、感人故事、难忘面孔。
二、作品要求

（一）来稿作品须内容真实，符合征集主题。作品
黑白、彩色均可，单幅、组照不限。允许对作品的影
调、色彩进行适度的调整及进行构图剪裁，但不得修
改原始影像。组照图片可前后对比，反映某一区域、
街道、建筑、企业、社区、家庭和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变
迁。
（二）本次征集的作品，要求采用 JPG 等格式，投
稿照片长边像素不低于 1000。每位作者投稿作品数
量不限，系列组照亦可参赛，文件须保留图片原始信
息及原始文件。
（三）报送作品时须注明图片有效信息，包括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等。

三、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四、报送方式
投稿方式：电子作品发至电子邮箱 319798@qq.
com，纸质作品送余杭区史志办党史科刘红（地址：东
湖 南 路 52-2 华 源 综 合 办 公 楼 1712, 联 系 电 话 ：
89268712）。报送作品时注意同时提交作品标题、文
字说明、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五、作品奖励
所有征集作品邀请专家和主办单位共同评选，入
选的作品支付每幅 300 元稿酬，入展览和画册的作品
从入选的作品中评选，另支付每幅 500 元稿酬。

六、注意事项
（一）凡作品涉及到版权、人物肖像权及个人隐私
权等有关法律问题，
均由报送单位或个人负责。
（二）入选结果将于征集活动结束后在微信公众
号“余杭史志”等媒介上发布。入选者由主办方电话
通知。
（三）所有入选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出版画册、
举办展览以及在报刊、杂志、网络、电视等媒体宣传中
使用，并不再支付稿酬。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
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3 日

关于中共余杭历史馆（筹）征集余杭各历史时期党史资料的启事
为做好“中国共产党余杭历史馆”的筹建布展工
作，进一步挖掘和展示余杭党的辉煌发展历程，经研
究，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有关党史方面的照片和实
物资料。
一、征集内容和范围
1、反映余杭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创立和第一
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
争时期）党的活动（包括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等活动）
的相关照片；具有纪念意义的党旗、党徽、党章、奖章、

证书、书籍、报刊杂志、布告、文件、文稿等实物资料；
余杭干部和军人在革命过程中所用的被、服、勋章、工
作证件、代表证件及用具等。
2、余杭历届党代会（包括杭县）的相关照片及物
件。以余杭代表的名义参加全国、省、市各类党建相
关的会议、培训、学习等照片和实物。
3、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各
项建设并取得突出的成绩照片、奖章、报刊、宣传报道
类资料。

二、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
三、征集办法
持有上述资料的单位与个人，可直接或通过组织
将相关资料转交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杭
州市余杭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也可来信、来电
联系，由本办派专人上门征集。如提供资料的单位和
个人需要保存原件，由本办复制后负责将原件归还。
对于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本办将颁发收藏证书，

并酌情给予一定的奖励。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东湖南路 52-2 号华源
综合楼 17 层
邮编：311100
联系电话：
0571—89268712
联系人：
范雅君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
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3 日

余杭区政协文史委编撰《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口述史》征稿启事
2018 年 1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 2019 年世界文化遗产
申报项目。
良渚遗址的发现，迄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近一
个世纪以来，从各级领导、各方专家到当地群众，对良
渚遗址的保护作出了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回顾、记
录良渚遗址保护这一段漫长历史，将其中的艰辛与坎
坷、得失与荣辱展现在世人面前，将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

为此，余杭区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决定
编撰《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口述史》一书，以政协所提
倡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形式来反映这一
段历史。现面向社会征稿和征集采写线索。
内容要求：
一、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中的历程、沿革；
二、
良渚遗址保护与申遗工作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三、遗址区内发展经济与保护遗址的冲撞和双赢
故事；
四、良渚遗址保护、宣传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人物

故事；
五、保护遗址中与不法分子的斗争故事；
六、其他与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相关的事宜。
形式要求：
一、突出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特色。
文稿以第一人称记述，可由当事人撰写或当事人口
述、委托他人整理；文稿要实事求是，内容具体真实，
客观反映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突出故事性，具有较
强的可读性；也可采用追忆、回忆的形式；有意者可口
述或撰文投稿，也欢迎知情者和热心人士提供人、事

线索，由编撰方安排人员登门采访；
二、如有图片、资料借用后均会归还，有实物可登
门拍摄照片；
三、凡刊用给付稿费，投稿或提供线索酌情给付
资料费。
四、征集时间自今日起，
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
五、通讯方式：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将军殿弄 36 号
203 室
邮编：311100
电 话 ：0571—88520355 手 机 ：13968085311
QQ 邮箱：1774660188
联系人: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