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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一个甲子，余杭又一次迎来裂变

新生。据《余杭县志》记载，1961年原余杭

县地域从临安县析出，重新定名余杭县；同

一年，良渚遗址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今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余杭

行政区划，区政府驻地文一西路 1500号，

时间正好整整一个甲子。这次行政区划调

整，不是简单的区域分拆，而是深层次的空

间大重构、资源大调整、发展大提速。余杭

发展由此站在了新起点，开启了新篇章。

现在的余杭，是一个裂变而来的高能

新区，是一块机遇叠加的战略高地，是一片

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特别是区第十四次

党代会以来，面对复杂的宏观形势、激烈的

区域竞争和繁重的发展任务，区委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化党建统

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三个全

域”建设，根据发展新形势、上级新要求、群

众新期待，与时俱进丰富新内涵，“五场硬

仗”轮番打响、捷报频传，“三个全域”建设

成效显著、深入人心，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

的态势加快形成、不断巩固。

五年来，余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勇担国家重大使命

和省市重大战略，圆满完成良渚古城遗址

“申遗”和全国“双创”活动周服务保障

任务，一举打响“中华文明圣地、创新活

力之区”的城市品牌。五年来，余杭坚持

人才引领、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力、综合实力、辐射能力实现大跨

越。2017年以来，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

收入总量全省双第一，2018年地区生产总

值跃居全省首位，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首次登顶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得全

市区（县市）综合考评第一。2011年横空

出世的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园），去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400 亿

元、集聚人口 40万、创新创业人员平均

年龄 32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

先行地、创新驱动策源地、产城融合样板

地。创新是余杭的鲜明特质，在之江实验

室、湖畔实验室、良渚实验室、浙大超重

力科学装置等科技重器和浙一医院、阿里

巴巴、中电海康、贝达药业等名院名企带

动下，余杭打造面向世界、引领未来、服

务全国、辐射全省的未来城市样板地、未

来科技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的基础扎

实、底气十足。今年 6 月喜捧全省首届

“科技创新鼎”，亦是众望所归。五年来，

无论是G20杭州峰会的后方保障，还是众

志成城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

论是打造科技引擎力工程、地上地下交通

巨龙的伸展，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成功探索，共产党员的先锋风采始终在

一线闪亮。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

来的精彩。余杭的党员干部正锐意奋斗、

不负韶华，默默奉献着他们的智慧、力

量、勇气与汗水。

又是一个甲子，新起点期待创造新辉

煌。余杭继承了“中华文明圣地、创新活力

之区”的基因：文化底蕴深厚，拥有5000多

年良渚文化、2000多年运河文化、1000多

年径山文化交汇交融形成的独特人文优

势；创新活力强劲，科研重器和高等院校等

集聚度高，在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竞赛中处于先发位置；生态

环境优美，大径山生态区森林覆盖率高、生

态基底好，区内湖泊、河流、湿地、农田广泛

分布，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山水林田湖草资

源。这些都为未来五年余杭提升经济硬实

力、城市竞争力、文化影响力提供了强大支

撑。

即将召开的区第十五次党代会，恰逢

“两个一百年”交汇之际，在奋进“十四五”

和 2035年远景目标起步之时，区委将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为高水平建设创新余杭、品质之区、

文明圣地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擘画完善发

展蓝图，在波澜壮阔的变局中勇开新局，不

断凝聚创新发展的磅礴伟力。

未来已来，我们信心满怀；未来可期，

我们斗志昂扬。

本报讯（记者 俞杰 陈书恒）百

年风雨，百年历程。在中国共产党带领

下，一代又一代余杭人栉风沐雨、奋勇

拼搏，慎终如始、戒骄戒躁，只争朝夕、

勇毅前行，为这片文明圣地持续赋能，

蝶变成为今天的创新之城、品质之区。

昨日开幕的“奋斗百年路 逐梦在余杭”

余杭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主题展，用一件件充满故事的展品，引

导人们重温这段历史。

步入展厅，红色的“逐梦”大字映入

眼帘，这不仅是本次主题展的主旨，也

是站在新起点上，余杭上下坚定信念，

全力逐梦筑梦追梦的真实写照。紧随

而来的投影，用百年历程中余杭的 100
余件重大事件，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栉风沐雨、奋勇拼搏的

风雨历程。

移步向前，一段段直抵人心的红色

故事，一个个继往开来的历史瞬间扑面

而来：太炎先生的手稿，记录下革命先

辈炽烈的爱国情怀；曾照亮新四军被服

厂的油灯，埋藏着先烈抗击外辱的坚贞

不屈；年代久远的奖章，述说着建国初

全区上下保障粮食安全的艰苦奋斗和

不懈努力；组成全国首个健康码的那一

行行代码，彰显了数字高地抗疫的底气

和温情；手随心动的智能仿生手，展现

了科创为民的初心和担当……百件展

品背后，正是余杭人的百年奋斗史。

据了解，本次主题展共分为序章及

三大主题篇章。其中，序章分为百年大

事记、红色人物、红色印记三个板块，以

图文介绍、物品展示的方式带领大家重

温余杭走过的百年历程，缅怀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主题篇章分为创新余杭、

品质之区、文明圣地三个板块，以图文

介绍、影音视频、互动体验的方式体现

了余杭区未来城市样板地、未来科技策

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的标杆力量，同

时凸显品质之区、文明圣地的文化内涵

与底蕴。

一件件展品，配上一段段文字和一

张张图片，连缀成一部气势恢宏、看点

众多的“余杭百年红色历史长卷”，娓娓

讲述余杭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党组织

的发展，以及在党的领导下，余杭人民

创造的精彩。

此外，在文明圣地板块，主办方为

大家准备了考古体验小游戏，观展之余

可以体验挖掘良渚文物的乐趣。同时，

展览的最后还设置有喜马拉雅有声书

互动邮箱，扫一扫二维码，大家可以将

观展感受、对党的祝福，对余杭的期待

留言转发，传递美好。

太炎先生的手稿 被服厂的油灯 非常时刻的代码……

展品件件带你探寻百年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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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杰 陈书恒）为全

面展示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余杭人民

在各领域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和全区经济

社会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昨日，“奋斗

百年路 逐梦在余杭”余杭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展在梦想小镇开

展。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振丰致辞并

宣布主题展览正式开展。阮文静、王姝、

朱红丹等 30多位市管领导干部，以及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张振丰强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

年初心历久弥坚。余杭是中国早期革命

运动的活跃地区，红色资源丰富。要继

续传承“红色根脉”，充分发挥主题展的

作用，教育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从党

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

智慧和力量，勇当全省建设“重要窗口”

排头兵，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

区，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
周年。要深刻感悟党的历史，进一步夯

实信仰之基、铸造忠诚之魂，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

的路子走下去。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

初心、牢记使命，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推进余杭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共

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努力让人民群众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要不断续写余杭发

展的辉煌篇章，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凝心聚力、开拓进取，高水平建设创

新余杭、品质之区、文明圣地，不断创造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随后，张振丰一行参观了主题展。

据了解，此次主题展位于梦想小镇互联

网村 19—21号楼，将一直持续到 10月 9
日。展览通过序章及三大主题篇章“1+
3”的方式，全方位展现了余杭人民在党

领导下的奋斗历程及伟大成就，和在新

起点上锐意进取、奋发竞进的使命决心。

奋斗百年路 逐梦在余杭
余杭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开展

全力打造“数智群团”
示范引领区

我区召开“数智群团”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陈坚 通讯员 郑泽宇）

昨日，我区召开“数智群团”建设工作推进会，

要求深入学习贯彻省、市、区委相关会议精

神，全面落实全市“数智群团”建设决策部署，

进一步引导动员基层群团组织和群众广泛

参与“数智群团”建设，加快开发具有余杭辨

识度的特色应用场景，全力打造“数智群团”

示范引领区。区领导朱红丹、沈洪相参加。

会议通报余杭“数智群团”建设运维推

广情况，下达系统运用推广工作任务，并开

展数智群团工作业务培训。前期，余杭区数

智群团工作专班按照“共建互促、优势互补、

群团工作一体化”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群

团集市推广使用、活动共推与风采共展、应

用场景开发等各项工作。目前已初步梳理

形成“生命髓缘”“智汇科创讲堂”“游刃有

余”“梦想·家”“和美家”等5大场景，并积极

申报杭州市群团集市第三批拟建应用场

景。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应用场景的开

发，加快数智驾驶舱建设，紧抓组织共建促

发展，加快推进我区“数智群团”建设工作。

朱红丹充分肯定我区“数智群团”建设

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刻把握“数智群

团”建设的内在大逻辑，加快形成余杭“数智

群团”的标志性成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更强合力推动余杭“数智群团”工作补齐短

板、争先进位、领跑示范，全力打造全市“数智

群团”示范引领区。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信心满怀
——写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余杭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本报评论员

星空无垠，梦想更远
——新华社记者对话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我区召开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昨日，我区举

行 2021年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暨工程质量、

安全、环境品质提升大会，总结回顾2020年
余杭区建筑业各项工作，深入分析余杭区建

筑业当前形势，部署接下来工作和方向，推

动建筑行业品质进一步提升。市建委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董天乐，区领导程晓东参加。

会议对我区2020年度建筑业“十强”企

业、十大建造师、“十佳工地”等进行了表彰。

4家企业代表分别围绕合作共赢、党建引领、

专业化发展、数字化管理等作交流发言。

程晓东充分肯定了我区建筑业发展取

得的各项成绩。他表示，当前我区正面临打

造“一廊一轴、一心三片”空间新格局，大量

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配套亟待提升，是历史

性机遇。余杭区建筑行业要提振发展信心，

坚持创新转型，做到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和

谐发展、和诚信发展。要优化市场环境，强

化政策扶持，净化建筑市场行业规范，支持

行业发展。要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工程品

质，主管部门抓好行业线，把好监管方向；镇

街（平台）实现网格化管理，加强管理力量联

动；企业负起主体责任，形成自觉履行职责

的良好态势。顺势而为，借势发力，主动作

为，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在新起点上创造余

杭区建筑业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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