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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打造“智慧良渚 文化良渚 大美良渚 安康良渚”

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
高品质国际化杭州城北副中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会这样美丽，这样的水草丰美，这样

的搭配匀亭……良渚是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5000年以来，她一直

是优良的栖息地，一直没有改变过。”作家余秋雨笔下的良渚，如今

正朝着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的美好画卷大步前进。

1-6月完成财政总收入19.15亿元，经常性财政收入7.05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34.48%、23.97%，完成年度任务的 70.9%、69.34%;完
成税收 21.95亿元，同比增长 35.49%；实现规模工业销售产值 44.84
亿元，同比增长 3.89%；完成规模以上三产服务业营业收入 123亿
元,同比增长 19.18%……今年上半年，良渚新城（良渚街道）牢牢坚

持以“城北副中心、杭州新地标”为发展定位，坚持融入主城发展不

动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动摇、坚持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不动摇，全

方位打造“智慧良渚、文化良渚、大美良渚、安康良渚”，全力以赴将

良渚新城建设成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高品质国际化杭州城北副

中心。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俞珠花 金良瓶

美丽乡村成果丰硕 书香良渚田园牧歌梦栖小镇设计中心

坚持创新驱动 加快小镇建设
坚持美丽先行 提升城乡环境

围绕区委十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
提出的目标，下一步良渚将以高标准定位、
高品质建设，积极打造智慧良渚、文化良
渚、大美良渚、安康良渚，为争当“打造展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排
头兵奠定扎实基础，贡献良渚力量。

坚持规划立城。按照“城北副中心、杭
州新地标”的高站位，充分依托地铁资源和
良渚文化、运河文化等文化底蕴，高起点布
局城市整体规划，重点打造国际商务区、良
渚文化村、运河文化村三个城市核心，提升
良渚城市的文化标识度，并统筹推进产业
发展、城市空间、城市花园、地下空间、地下
管廊、公共服务等十余项专项规划的修编

工作，全方位提升良渚城市品位。
坚持产业兴城。以发展创新型经济为

定位，以高端产业项目为引领，围绕大文
化、大健康、大数字三大方向，依托梦栖小
镇、国际生命科技小镇等建设，瞄准工业设
计、文创旅游、健康医疗、信息经济、金融服
务等优质产业，加快推进中国美院良渚校
区、华润城北副中心CBD、树兰国际医学中
心、华润医学研发中心、浙江省服务机器人
重点实验室、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融合发
展创新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引
进高端产业，吸引高端人才，推动产城人文
融合发展。

坚持品质优城。始终坚持环境为王，统

筹兼顾打造好软硬环境，特别是以打造国
际商贸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为目标，加快布点完善万科未来之光、
永旺梦乐城、未来之光帕哥达酒店、洲际酒
店等城北副中心高端商业配套，加快推进
国际医院、国际学校、文质雅育、觉资文化
等文化项目建设，打造一流引商环境，让良
渚真正成为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品质之
都。

坚持实干建城。切实肩负起建设新城、
缔造城市的梦想、使命与光荣，通过抓人促
事，不断强化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激发干
事创业的激情，充分发挥良渚铁军先锋的
实干、能干和担当，争当全区发展排头兵。

砥砺奋进再出发 创新发展攀高峰

梦栖小镇已累计完成投资 47亿元，集
聚设计产业项目 370 个，引进设计人才
2550余名。今年完成投资4.82亿元，在建项
目 6个。上半年，源骏创新集团、浙江地平
线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星人等成长型科技
型公司相继入驻，原有入驻企业奥格工业
设计、本来设计、麦芽糖科技等在小镇茁壮
成长，相继获得红点、DIA等多个设计奖
项。今年 9月，将有来自 6所高校的 250名
学生来此交流学习。

良渚国际生命科技小镇建设拉开序

幕，今年4月树兰医疗、华大基因与余杭区
政府在良渚共同发布“基因医生计划”并签
订三方合作框架协议。截止目前，国际生命
科技小镇已完成7.3万方空间腾空。

新零售小镇建设已初步完成整体规划
编制，旨在提升物流园区的整体产业结构。
小镇初期办公空间已征迁腾空，目前正积
极与杰夫集团、上佰电子商务、圆通速递等
企业进行对接。1-6月物流中心九大农批
市场实现交易额208.7亿元。

招引大项目。新能源产业方面，浙江
长三角清洁能源与节能环保发展研究中心
已正式落户，产业园内已有3家企业完成注
册，10多家企业正在注册，20个项目正在积
极洽谈中。数字经济产业方面，浙江省服
务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国家信息中心大数
据融合发展创新基地、华大基因谷等重点
项目成功落户。现代金融产业已成功引进
赛伯乐、觉资资本、丝路华创、图润投资等
优质金融机构。文化产业乐漫土、雅育项
目已正式入驻。

推进大项目。今年以来，采用班子成
员一对一联系项目机制，助推大项目落地、
开工、有序建设。目前，美院良渚校区项目
已举行奠基仪式，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树兰国际医疗中心项目已完成概念方案设
计；华润医学研发中心项目已完成设计方
案国际招投标，正在深化完善方案；万科未
来之光主体结构施工到 3层，计划 2020年

竣工；洲际酒店项目施工火热开展；浙一医
院良渚分院项目已完成桩基工程 85%；良
渚高级中学项目计划年内开工。

打造 8大产业园区。对勾庄、大陆、安
溪三个老工业园以及农副物流园区实施提
升改造，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清退污染
企业，切实加强对创新型科技型企业、高层
次人才的培育、招引，努力将勾庄工业园区
打造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大陆工业园区
打造成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安溪工业园
区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农副物流园
区打造成新零售小镇。依托现有地铁出口
重点打造三个现代产业园区。在地铁 2号
线良渚站附近打造“环美院文化创意产业
园”，在地铁 2号线白洋站附近打造新能源
产业园，在地铁2号线杜甫站附近打造总部
经济产业园，在以毛家漾东岸为主轴的区
域建设创新型现代金融产业集聚区。

坚持产业升级 招引重大项目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拉开城市框架。金
昌路（杭行路-勾阳路）主体工程已完工；棕
榈路西延（古墩路-天阳学校）工程中莫干
山路-白洋港桥段主体工程已完工；杭行路
二期项目中勾运路-康桥路段道路已竣工，
新华河河道工程已竣工；上塘路-康桥路节
点提升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

推进社会民生项目，改善人民生活。加
快农居点建设，谢村一期、二期已完成回迁
安置；长桥一期农民高层公寓完成竣工备
案；勾庄村农民高层公寓已主体竣工；运河

村二、三期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92%、60%；
杜甫三期完成主体结构的 80%；小洋坝一
期已于 7月中旬进场施工；杜甫村农民高
层公寓四期、运河村农民高层公寓四期、勾
庄农民高层公寓二期、谢村三期等四个农
居点项目正加快前期报批手续；杜甫五期、
南庄兜行宫塘农民多高层公寓、东塘河西
塘河农民高层公寓三个农居点力争 12月
底开工。此外，2018年良渚新城（良渚街道）
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也在快马加鞭推进中。

坚持配套优先 提速项目建设
目前，良渚新城一小、小洋坝小学、良渚三小改造工程已开工建设；今年7月，谢

村小学、运河村小学、运河村幼儿园完成竣工验收，届时这些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大大
改善良渚就学现状。2018年，良渚新城共有建设项目79个，其中新建26个，续建53
个，2018年计划投资59.52亿元。截至6月底，开工项目53个，综合开工率67.08%。

加快城中村改造。2018 年计划征地
2776亩，拆迁农户 844户，企业 42家。截止
6月底，已完成征地1893.8609亩，任务完成
率 68.22%；完成借地 25.399亩，任务完成
率 100%；农户完成签约 195户；完成企业
征收27家，任务完成率65.85%。

推进无违建创建。2018年区下达违章
建筑拆除任务数35万平方米,截至6月底，
累计拆除违章 835宗，面积 28.09万平方
米，完成率达80.26%。

加速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已完成东西大道与莫干山
路交叉口道路整治等道路工程 6个。玉琮
路、良渚路两侧的立面整治项目已完成总
量的85%，中心广场已开工建设。

铺开全域基础环境整治。以全域基础
环境整治“六无”目标为核心，自加基本无
低散乱企业、基本无偷排乱排“两无”目标，
形成“6+2”整治总目标。截止 6月底，累计
取缔及提升低小散企业（作坊）669家；乱贴
乱挂累计整治 13880处；乱堆乱放（暴露垃
圾）累计整治27593处；裸露土地累计整治
30宗，面积 1042.32亩；偷排乱排现象累计
巡查发现48起，已整改48起。

全力建设美丽乡村。特色示范村新港、
港南村和第一批精品村杜城村、安溪村、纤
石村建设已经基本完工；石桥、荀山、良渚3
个第二批精品村，已完成方案设计。

倾力打造美丽公路。8条县道按计划有
序推进，目前祥彭线（莫干山路）提升改造

项目已经完成；安上线示范段完成工程量
的 40%；良塘线、荆大线等 6条道路已开工
建设。对 179乡道、村道已建立路长制，重
点整治两侧脏乱差。

纵深开展五水共治。做好截污纳管建
设，对 116个雨污分流整改点位划入五大
圩区内分片整改，已经整改通过验收 33
家。统筹区域水环境治理，做好河道水域前
置审批和备案制度。严格落实河长制，巩固
河道长效保洁机制，持续改善水质。

全面加强城市管理。截止6月底，共整
治出店经营 2131处，违章停车 2430辆，无
证设摊2511处，清理乱贴乱挂18084处，开
展“两非”车辆整治 132次，整治车辆 685
辆。

推进“四个平台”和全科网格建设。良
渚抓深抓实“四个平台”机制，制定联合整
治工作计划，完善全科网格建设，加强执法
力量支撑。今年上半年“四个平台”共上报
14101件，办结率 100%。建立专职网格员
队伍，以片区为单位，分片区管理，统一网
格事件处理，优化社会基层治理。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开展打黑除恶专
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遏制各类
案件多发高发势头。依托“3633”和“1032”
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出租房“旅馆式+星级
化”管理工作，目前，13个一级“旅馆总台”
已全部建成，其余13个二级“旅馆总台”已
落实场地。

紧抓安全生产。全面落实“安全发展”
理念，推动辖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落实。
完成 7196家次的企业、单位、场所安全检
查，共查出隐患7064处，已整改6793处，正
在整改271处。上报区级重大隐患挂牌整
治单位2家；实施“关停、取缔”企业单位场
所等119家，新建微型消防站57家。

强化民生保障。建设安康良渚，深化
落地余杭区“惠民十条”，重点关注弱势群
体，围绕“全面实现小康、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的目标，加快老年福利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保障，提升百
姓生活水平。开展“幸福百姓餐”、“金婚摄
影”等活动，辖区内有20000名老人享受了

幸福百姓餐，4390名老人获得了幸福餐礼
包，1297对老人参与了免费的金婚摄影。
截至5月底共发放社会救助金近50万元今
年夏天，还举办了“低散乱”淘汰企业失业
人员再就业专场招聘会。

加强文化建设。打造“书香良渚”文化
品牌，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晓书馆成功开馆，
举办张海龙新书分享会、田园牧歌等活
动。完成东莲村、杜城村两个文化礼堂的
验收扫尾工作，重点推进吴家厍村、纤石
村、石桥村、长桥村四个村的文化礼堂和亲
亲家园社区、棕榈湾社区两个社区的文化
家园创建工作。

坚持和谐发展 改善社会民生

今年4月，第二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在梦栖小镇召开，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
区，57个设计组织和机构，88位国际代表和约900名来自国家部委及各省市的国内
嘉宾参会，浙江大学联合江苏大学、东南大学、江南大学、荷兰埃因霍温大学等6所高
校举行入驻揭牌仪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动摇，良渚范围内小镇建设蒸蒸日上。

4月，投资约9亿元的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奠基。这一大项目的引进，对良
渚产业发展、人才招引将带来重大引力。今年以来，良渚继续坚持“产业为王”，持
续招引重大项目。

去年粉尘蔽日的一处水泥砖块生产作坊，今年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家乐。这个发生“蜕变”的地方，在良渚街道新港
村。今年以来，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始终坚持以“环境为王”，深入实施全域景区战略，全力做优城市大生态、打造城市大花园。

5月2日这一天，在这片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热土上，良渚共开展了30余个活动项目，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活动载体，新老良
渚人脸上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而这只是良渚推进社会民生事业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良渚坚持和谐发展，深入推进社会
管理创新，社会民生事业不断完善，社会保持平安稳定。

改造后的邱家坞

良渚新城重点建设区块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