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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俞珠花
沈祥林） 会议通报了 2018年良渚经济社

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和 2019年工作思路，
进行了 2018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满
意度测评，票决了 2019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并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通过互相交流、互
通有无，实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共同发
展。

2018年，良渚新城、街道共有民生实事
项目 10个，其中 5个根据计划顺利推进，已
进入扫尾阶段；3个因涉及文保问题，2018
年度主要开展审批工作。

为有效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让百姓
真正享受到民生实事带来的红利，新城、街
道早谋划、早行动，于2018年10月8日至11
月 20日通过多途径向两代表一委员、机关
各处办、各村社、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广泛征
求了 2019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和建议。
第一轮梳理后，共计征集到社会保障类、公
共服务类、城乡建设类、城乡管理类、环境保
护类、公共安全类等民生项目 32个，后经规
划、城建部门及项目办初审和两轮专题会议
讨论、班子会议审核，共筛选出7个项目，于
民主协商议事会议票决出 5个新入选民生

实事项目和3个延续项目。
5个新入选的 2019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涵盖便民服务、智慧安防、居家养老、卫生服
务、文体纪念馆等方面。其中，良渚街道小
事儿维修服务队建设运作项目，旨在建立一
支以便民利民为主旨的“小事儿便民维修服
务队”，开展以便民维修为主的服务活动；智
慧安防小区建设项目，在长吴公寓实施智慧
安防小区建设，按照“5+X”标准，重点建设
人员与车辆出入口系统、智能门禁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以及其他选装系统；良渚街道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设项目，在万年桥社

区、玉鸟社区和博园社区建设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提升老年宜居环境；石桥村、纤石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升改造项目，对石桥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纤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实
施外立面整治、屋顶平改坡、庭院整治，内部
空间进行优化调整、装修改造；施昕更纪念
馆建设项目，原址为良渚金属五金厂，基地
位于荀山周边整治工程内东南侧，预计投资
额 500万元，纪念馆改造后包括展厅、办公
和会议接待用房，北侧包含示范性公共卫生
间。

3个延续项目为良渚工人文化宫项目，

为职工、周边居民提供阅读、学习、活动的场
所；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拟进行异地新建，
营造一个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良渚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建项目，将作为基本医
疗、社区康复、健康体检、健康教育场所。

民生实事项目来源于群众对完善便民
设施、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是关乎群
众切身利益，直接承载智慧良渚、文化良渚、
大美良渚、安康良渚“四个良渚”建设内涵的
民心工程。新的一年，良渚新城（良渚街道）
将从居民切身利益出发，全力推进民生实事
项目建设，为人民群众织密幸福网。

辞旧迎新之际，荀山村迎来了主题为“美
丽乡村，和谐荀山”首届村晚。这一晚，村民
们载歌载舞、欢歌笑语；这一晚，温暖幸福。

荀山幼儿园小朋友的舞蹈《小花旦》可
爱至极，他们天真烂漫，开朗活泼，荀山“继
承传统，乐学好施”的教育一览无遗；荀山村
领导班子诗朗诵《在荀山，我愿做一只玉
鸟》，一字一句，都透露出对荀山的美好祝福
与殷切希望；古筝演奏《战台风》，表达了对
荀山人民克服困难，建设美丽乡村的敬意
……在荀山村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晚
中，村民们乐呵呵地欣赏节目，并积极参与
现场互动。

“荀山村于 2017年 10月入选余杭美丽
乡村精品村创建名单，请问入选的是余杭第
几批创建名单？”“美丽乡村建设既注重硬实
力，也注重软实力。余杭区计划通过挖掘乡
村传统特色，打造怎样的文化？”村民们争先
恐后地参与问答，“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我们
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美丽。”

2018年，荀山村全村党员干部以党建工

作为统领，深入开展基础环境整治，抓好美
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倡导文明
和谐新风，在全体村民的支持下，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带领全体村民共
建美丽家园。

同时，宣传文化工作更是再上新台阶。
去年 6月份，荀山村组队参加了“守护圣地
传承文明”第二季良渚文化知识竞赛活动并
荣获三等奖的好成绩。每月积极开展文体
活动，通过周周有内容，月月有活动，使荀山
村的文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2019年，荀山村将紧紧围绕良渚新城
（良渚街道）的中心工作，以强党建，促文化，
抓基建，惠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贯
彻党在新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全村百姓谋福
祉，为荀山发展献才智。”荀山村村班子的心
中，早就已经谱下新一年发展的目标。

荀山，是良渚众多村社中的一个缩影。
良渚这片文采风流、玉鸟欢唱的土地，而今
依然灵韵天成、繁荣昌盛。新时代、新气象，
相信良渚各个村社都将迎来崭新的明天。

定下2019年民生实事项目
为人民群众织密幸福网

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召开民主协商议事2018年度代表会议

笑语迎春话发展，欢歌辞旧待景舒。在2019年到来之际，良渚新城（良渚街道）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晚会，流光溢彩、欢声笑语里，是良渚人民别样的幸福生活。

喷泉、舞池、气球、霓虹、歌舞曲、交
响乐、美女主持、帅气DJ……2018年12
月 31日，一场点亮文明之光的跨年盛
典，让新时代的良渚流光溢彩。市民们
在星光隧道、星空丛林营造的梦境中，触
摸五千年的文明星光，走进银河市集。
现场村民社团表演的系列活动，体现出
良渚文明下的好民风和睦邻友善的好邻
居氛围；《良渚》之歌、新年音乐会以艺术
的形式传承良渚文明，奏响文明的乐
章。和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良渚文明耀
动着更灿烂的光芒。午夜零点整，万科
良渚文化村三大中心劝学荟、玉鸟流
苏、未来之光正式亮灯，将良渚 2019点
亮文明之光的跨年盛典推向高潮。

劝学荟是文化村的南区门户，是产
城融合背景下的商业新物种，以 2.5万
方自然坡地公园、1.2万方开放情景商
业和 400米环形天空跑道构建了杭州
别具一格的公园＋livemall，将为良渚
带来生活新感受，各种运动、潮玩、亲
子、娱乐的美好场景将在这里发生。尤
其是那长达 400米的标准空中跑道，以
大阪Q's Mall环状天空跑道为灵感，周
边环绕着良渚群山、文化村南区居住组
团以及自然坡地公园，从而将“公园＋
运动＋商业＋家”完美地糅合在一起。

“玉鸟流苏”创意产业园位于良渚
文化村地理中心，基于文创教育产业的
定位，汇聚翻翻动漫、三菩提、江南驿、
加利利英语等多家文创、教育企业，是
有机产城结合的成功尝试，文创企业焕
新、产业互动规划持续推进，成为推动
产业创新的良渚引擎。经过 4年的运
营，已聚集了大量餐饮、商铺和艺术家
工作室，发展成为文化村内休闲、娱乐
和产业中心。作为杭州十大文创产业
小镇培育基地，玉鸟流苏总占地近 280
亩，2019年 4月，玉鸟流苏创意产业园
将焕新开园。

万科·未来之光作为一个体量超过
30万方的超级地标 TOD综合体，既是
良渚文化村的东部门户，又是良渚文化
村一撇一捺中“一捺”的战略支撑。未
来之光以地铁 2号线杜甫村站为枢纽，
聚合良渚万科中心、三大城市公园及三
栖空间等核心能量，整合有机生活、文
化艺术、健康运动、共享社交、品质生活
等不同需求，实现园区与周边社区的共

生共荣，面向持续新生的城市，成为数
字经济产城融合桥头堡。作为未来之
光重要组成部分的良渚万科中心，立足
良渚文化起点，规划约 150米光之塔，
竖向云集办公、酒店、SOHO三栖空间、
商业等多种业态，以创新设计产业驱动
新良渚的发展。一个7000方2000座的

“光剧场”，由万科杭州旗下唯一文化品
牌——大屋顶运营，是杭州大剧院之后
又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未来将引入歌舞
剧、大型发布会、全球会议等众多世界
级的文化活动、先锋艺术和知名 IP，一
处“东方的百老汇”就此诞生。未来之
光，未来将成为良渚进程的重要驱动
力，揭开城市新生的序幕。

不仅是新时代的城市发展文明，良
渚文明也渗透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层面，
迸发出文明生活的盛景。文明行动在
良渚深入推进，全面强化“美丽余杭”建
设，让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进
一步提升……2019，在文明新生的驱动
下，良渚文明将迸发出更多活力，绽放
更璀璨的光彩。

近日，梦栖小镇、良渚街道总工会所辖
机关、单位、企业等职工 200余人齐聚梦栖
小镇，共同参与由良渚新城（良渚街道）总工
会携手杭州文化金名片“我们读诗”举办的

“猪圆玉润——良渚好生活，2019迎新联欢
会”。

联欢会邀请良渚本土企业职工上场表
演。瞧，千年舟新材科技的员工们带来了滑
稽舞蹈《隔壁泰山》，引得台下观众捧腹大
笑；荀山村联合工会带来了端庄、温婉的旗
袍秀；同泰制衣的“金嗓子”高歌一曲，歌声
美妙；还有聚贤社区联合工会、北秀社区联
合工会、金家渡社区联合工会、纤石村联合
工会，奇异鸟饮品、金舟科技等均携精彩节
目亮相。两个小时的活动，笑声不断，气氛
热烈。

2018年是良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盛会
连连，好事频频：1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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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
遗址”作为 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4月21日，第二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在良渚
梦栖小镇盛大召开，汇聚了全球 70多个国
家的 5000余名代表参加；杭州市出台的北
部新城详细规划涉及了良渚的未来发展；12
月初，第二届世界生命科技大会在杭州良渚
梦栖小镇设计中心开幕……良渚的大踏步
向前，离不开职工们的辛勤付出。

2018年，良渚新城（良渚街道）总工会坚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
路，牢牢把握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一主线，
以维护职工权益为关键点，为职工办好事，
做实事，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联合执法
检查、民主建设交流会等活动，助推企业健

康发展，创建共同的和谐大家庭；团结广大
基层工会和职工开展了多项系列活动，通过
多形式接地气的立功竞赛，助推工作开展，
为良渚打造山青水净宜居宜业的优质环境
添砖加瓦；支持职工开展各类学习活动，积
极搭建学习交流平台，让职工在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调动劳动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提升自
己的价值，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用学习凝聚
力量，用素质创造未来；开展一系列文体活
动，不仅为职工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的
机会，还提供了一个锻炼身体、展示自己的
舞台，使职工们享受到了工作闲暇之余的乐
趣。

“在辞旧迎新之际举办新年联欢会，目
的是用轻松愉快的文娱活动给广大良渚职
工带来欢乐，鼓励大家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共谱新篇。”良渚新城（良渚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 5月，总工会联动各方优质资
源，为良渚“造梦者”准备了一份大礼——推
出良渚好生活·职工福利汇，工会会员通过
在“良渚工会”微信注册会员，便可享受到良
渚范围内指定商场、健身场所、图书馆、农业
园、酒店、电信服务等优惠，并聘请 20位导
师为良渚工会成员提供“生活方式”指导，以
导师团为核心形成互访机制，为“良渚好生
活”寻找更多的样板。今年，总工会对良渚
好生活·职工福利汇进行了升级，旨在让工
会成员能享受更好生活。

总工会主席胡伟全说，工会将一如既
往，努力打造“良渚好生活”，做职工亲近信
赖的“娘家人”，不断扩大工会影响力，提升
职工满意度，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良渚建设
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高品质国际化城北副
中心作出工会组织应有贡献。

PART1 城市进阶篇

Part3 村社发展篇

近日，杭州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召开民主协商议事2018年度代表会议，新城（街道）班子成员，区党代表，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村社书记参加会

议。正副调研员、主任助理、机关中层正职、国有公司正职、各村社主任、相关站所负责人作为邀请代表参会，另外还邀请十名普通党员作为旁听代表。

PART2 职工成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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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民喜迎2019

未来之光跨年亮灯活动现场未来之光跨年亮灯活动现场

2019来啦，我为良渚打call

欢声笑语里，良渚职工迎来崭新的2019年

观众目不转睛地欣赏节目

现场活动气氛热烈，笑声不断

良渚文化村旗袍社团带来精彩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